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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行动 文明相伴

回复他人信息 是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
文明视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
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把一个通
知发给大家，或者咨询大家一个
问题，但是总是有人不给回复，这
种情况笔者遇到过很多次。笔者
以为，收到他人信息要记得回复，
这是对他人最起码的尊重，也是
自己文明素养的体现。
市民张女士是一家公司的人
事经理，她给记者说了这样一件
事。由于到公司任职的时间不
长，有一些事情她免不了要向同
事们请教。有一次她遇到问题
后，发一条短信给一个同事，想请

教一下，可是等了几个小时这位
同事都没有给她回复信息。张女
士只得又发信息给另外一个同
事，可对方也一直没回，为此张女
士很窝心。
和张女士女士一样，记者在
采访中，一说到回复信息这件事，
不少市民都有话要说。“有的时候
在单位发个通知，通知所有的同
事来上课或者一些其他的事情。
通知发布后，有些人会很快给予
回复，有些人可能正在忙其他的
事情，但是也会给予个简单的回
复，但是还有些人却一直没有回
应。”在某事业单位上班的市民林
女士告诉记者，对于没有给予回
应的一些同事，在临下班的时候，

她还会再电话确认一下，具体是
什么问题。但是往往电话打过去
了，对方会这样说：“ 我知道这件
事情了，你就不用打电话了。”每
当遇到这样的回答，林女士就会
很生气，你看到了信息给个回复
能怎么样？无非打两个字而已，
就算再忙也能回复两个字吧。“有
的时候逢年过节，老同学们准备
聚聚，由于人数众多，往往组织者
也是在群里以通知的方式传达。
依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人不
回复信息。这样就会给别人增加
了工作量，就得挨个去确认情况，
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对于发信息
的人来说，一直没有人给你回复，
一方面很着急，一方面又感觉自己

被无视了，心里不舒服是必然的。”
市民张先生表示。
回复他人信息真的是一件
小事，做起来并没有那么难。别
人通知你一件事，你回复一下
“收到，谢谢。”别人问你一个问
题，知道且愿意回答就回答，不
知道不愿意就回一下“对不起，
我不了解。”别人邀请你去赴约，
想去就同意，不想去就说不愿
意，哪怕借口忙也好，装作没看
见很不好。别人在你很忙的时
候找你，可以先解释一下忙，等
到闲下来再说。别人如果想找
你闲聊，如果你愿意就说，如果
不想也不要忽视，告诉他你有
事。别人给你发的消息，你在很

久后才回复，请先说声抱歉，再
好好聊聊……
我们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大，
每天收到的各类信息也越来越
多。我们越来越忽视收到的信
息，可能是因为习惯了，可能是觉
得无所谓了，可能是因为忙……
但是对于发消息的人而言，宁愿
要你否定的回答，也不希望你一
直保持沉默。
“收到”两个字虽然很简单，
但它包含着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懂得尊重他人的人，人品一定不
会差。收到他人的信息，给人家
一个明确的答复，凡事都有交代，
这就是最好的人品。
（记者 张军璞）

由小女孩斑马线上鞠躬想到的

我说文明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的一段小
视频温暖了很多人。视频内容是，
一个小女孩和妈妈一起在斑马线
上过马路，当她和妈妈刚要走上斑
马线时，马路上一位司机师傅在距
离斑马线还有一段距离时，就早早
地把车停下了。小女孩为了感谢
这位好心的司机叔叔，下意识地在
斑马线中间给叔叔鞠了个躬。这
真是个温暖的画面。
由此我想到我们石狮。近年
来，我市配合文明城市创建而实施
的文明交通行动取得良好效果，机
动车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已经成为
越来越多石狮车主的自觉行动和行
为规范。“斑马线”是行人行走的路

权，是一条“安全线”“生命线”。礼
让斑马线体现了司机对行人生命安
全的尊重，是每位司机必备的素质。
和谐有序的交通环境是城市
文明的一张重要名片。观察一个
城市的文明程度，交通秩序是很直
观的窗口。汽车通过斑马线是否
礼让行人，体现着这个城市的社会
文明程度。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个是法
律意识淡漠，另一个则是与文明行
为、文明素养有关。因而有关部门
除了严惩重罚“车不让人”的同时，
还要创新引导方式，营造礼让斑马
线的良好氛围，以“他律”促进“自
律”，让驾驶员意识到遵守规则才
是最“理性”的选择。当然，行人也
要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做一名文
明的交通参与者。
（记者 张军璞）

桑葚熟了
文明采摘
文明采摘
日前，记者在鸿山镇郭厝
村村委会东侧的一处农家果园
看到，这里的桑葚熟了，几个小
学生正在这里采摘桑葚。经询
问得知，同学们都是附近村庄
锦里小学的学生，他们是相约
来免费采摘桑葚的。记者注意
到，几个小同学手里都拿着一
只小篮子，采摘的桑葚都放进
篮子里，没有任何浪费。“免费
的东西也不能浪费呀。”一位张
姓同学说。 （记者 张军璞）

石湖 367 名村民两天募捐 23 万元
本 报 讯 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病魔无情人间有爱。记者 4
月15日从蚶江镇石湖村了解到，
连日来，石湖村上演着感人的爱
心接力，涌动着爱心暖流：现年
58岁的郭某兴宗亲不幸患重病，
原本贫困的家庭陷入困境。在
石湖八甲郭氏宗亲联谊会倡议

下，众多村民争相向郭某兴捐款
献爱心。截至15日下午，短短两
天时间内共有367人慷慨解囊向
郭某兴累计募捐了23万元，为郭
某兴缓解了“燃眉之急”。
据介绍，郭某兴靠从事三轮
港田车载客，其妻李某况是残
疾人员，她于 2017年不幸患病
住院治疗，已花费六万多元。
郭某兴儿子刚学校毕业出来走
上社会，收入微薄。前不久，郭

某兴又在我省一家医院确诊为
重症，需花费巨额医疗费用进
行手术治疗。其家庭原本就不
富裕，如今一家之主的郭某兴
又病魔缠身。面对高额的手术
和治疗费用，全家人再次陷入
困境中。大难面前，包括石湖
村党员干部及众多乡贤在内的
360多人立即行动起来，纷纷响
应由石湖八甲郭氏宗亲联谊会
发起的“向石湖宗亲郭某兴献

爱心募捐活动”。每人以现金
或微信转账方式为郭某兴捐出
100元至 5000元不等的爱心款，
爱心不分大小，他们的义举令
人感动，涌现出一股股正能量，
向社会传递了文明新风尚。而
目前，村民为郭某兴捐款献爱
心活动仍在持续进行。
“邻里有难，石湖村数百位
村民用最朴实的方式传递着一
份无声的邻里大爱，在石湖村
全教育宣传展板，通过生动形象
的漫画人物对话和显眼的艺术
字体吸引了许多办事群众驻足
阅读。镇综治办统一制作20多
条横幅在镇辖区内进行悬挂，司
法所通过法治蚶江微课堂微信
公众号进行国家安全宣传，各
村、各单位也积极利用LED进行
国家安全宣传标语的滚动宣传。
活动中通过悬挂横幅、摆放
宣传展板、印制宣传材料等形

及全社会传递了文明新风尚。”
石渔村党支部书记郭志猛表
示，虽然村民们所募捐的爱心
款项不能彻底解决郭某兴困
境，但至少给了他战胜病魔的
信心和勇气，石湖村民们用最
淳朴的行动，阐释了人间真情，
向郭某兴全家传递了温暖的同
时，更让邻里互助风尚在石湖
村得到进一步弘扬。
（记者 兰良增）
式，积极宣传新《国家安全法》
《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等
法律法规。通过此次法制宣传
活动，让村民认识到了维护国家
安全的重要意义，对国家安全意
识和保密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
高，在辖区内营造了“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的浓厚社会舆论氛
围，为蚶江平安创建工作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蔡泽众）

锦尚举行踩街活动宣传国家安全

市农机站召开
农业机械春耕演示现场会
本报讯 为切实抓好春耕工
作,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对现代农业
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断提高我市农
机装备水平,减轻农民负担。日
前，石狮市农机站在永宁镇正源果
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组织开展了农
业机械春耕演示现场会，市农办、
市农机站、永宁镇相关领导以及部
分农业专业合作社、农场相关负责

人、农机从业人员等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农机技术人员详细
演示了多种春耕期间适用的农业
机械，并对操作流程、维修保养、安
全事项进行了讲解。活动同时向
现场农户宣传解答了省市各级的
惠农强农政策，并为农户购置农机
具提供指导意见。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邱铮溶）

本报讯 在第三个“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4月13
日，锦尚镇综治办联合锦尚司法
所、锦尚派出所、深埕边防所举
行了“国家安全，平安锦尚，我们
共同守护”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过往
群众讲述涉及国家安全的相关
知识，大力开展《宪法》《国家安
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
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同
时，锦尚综治办组织辖区11个村
居的巡防队员，就国家安全与我
们的关系以及如何维护国家安
全等内容，开展国家安全主题集
中宣传，认知宣传政治安全、国
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
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
任务，让国家安全意识深入一线
巡防队员的心中。随后，锦尚派
出所、深埕边防所及村居巡防队
员参与“国家安全，我们共同守

禁止停车路段请勿停车

文明呼吁
昨日，记者途
经步行街看到，一
辆银色面包车始终
停在路边，而该路
段是属于禁止停靠
路段。随后记者向
周边商铺了解到，
该路段虽属于禁止
停靠路段，但经常
有驾驶员不遵交规
随意停靠，导致路
面堵塞。呼吁我市
广大驾驶员，文明
行车，请勿再为城
市交通添加压力。
（记者 陈嫣兰）

祭奠董云阁烈士

蚶江多渠道开展国家安全宣传

本报讯 2018年 4月 15日
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
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提高全民
国家安全意识，蚶江镇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国家安全法宣传教
育活动。
据悉，该镇在镇便民服务中
心利用多媒体播放屏幕向来办
事的群众播放国家安全教育宣
传片并印制宣传材料供群众自
由取阅，并在走廊上摆放国家安

笔者近日在八七路荣誉
文明提醒
酒店门口看到一辆汽车在绿
灯结束并开始闪烁黄灯时依
旧没有减速的迹象，结果在黄灯结束后停在了斑马
线上。
红绿灯是确保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的一大保
障，“红灯停，绿灯行”，人人都应知晓，人人都应遵
守。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闯黄灯，这是对自己生命的
不负责任，也容易造成他人意外。请驾驶员在绿灯
即将结束时开始减速，这是文明的举动也是安全的
保障。
（李凯翔）

湖滨党员活动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蚶江镇石湖村一乡亲不幸患重病，

乡风文明

看到黄灯请减速

本报讯 4月13日，湖滨街道机关党支部开展
党员活动日活动。
活动中，湖滨街道的党员们一起向董云阁烈士
敬献花圈、鞠躬默哀，并参观董云阁烈士故居，倾听
烈士的英勇事迹及“没有国，哪有家”等经典语录，
感受烈士的铮铮铁骨和崇高信仰。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先烈精神，
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以“忠诚、干净、担
当”的标准，扎实做好本职工作，为街道各项事业发
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 陈嫣兰）

凤里开展社矫人员
禁毒专题警示教育

本报讯 近日，凤里司法所组织在册社区矫正
人员开展“禁毒”知识专题警示教育学习。
学习会上，凤里司法所助理员徐灵友从我国禁
毒历史及现状、毒品分类、如何提高识毒防毒拒毒
意识等方面，结合相关法律法规，通过相关具体案
例，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给参学人员进
行详细讲解。最后，参学矫正人员对如何提高识
毒、防毒、拒毒意识进行了互相交流，并签订禁毒承
诺书。
(记者 王秀婷 通讯员 施洪涛)

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宝盖
本报讯 4月12日，宝盖镇召开第二季度防范

护”签名活动，纷纷在条幅上签
字，进一步强化“国家安全，我们
共同守护”的意识，并由锦尚派
出所、深埕边防所、镇城管办联
合在辖区举行踩街活动，随着一

辆辆开着警示闪灯的巡防车穿
梭于镇村干道间，让警笛长鸣，
营造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
浓厚法治氛围。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李少提）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就下一
阶段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和安排。
会上，宝盖镇有关负责人回顾、总结第一季度安
全生产工作，部署第二季度安全生产工作，并就安全
生产执法年、分级分类管控和隐患排查体系建设等相
关工作进行细化安排；宝盖派出所有关负责人就下一
阶段的消防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并发放一批消防
宣传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还着
重强调出租房、电动车火灾治理等相关工作，并召集
辖区各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私租房东和部分企业负
责人参加会议。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郭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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