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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呼吁

石狮市科技工作者带头移风易俗
文明视点
8月8日上午，石狮市科学技
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在
大会召开之际，石狮市科学技术
协会借机发出倡议，倡导石狮市
广大科技工作者群体在做好科技
创新，助推我市产业转型升级的
同时，要带头践行移风易俗，与会
市领导、科技工作者代表以及市

相关部门负责人均在倡议书墙面
上签下姓名，响应号召。
“移风易俗，其实就是在破除
一些陋习旧俗，对抗历史遗留下
来的一些文化糟粕。”与会代表林
先生认为，历史文化既有优秀值
得继承的，也有不适合社会发展
的糟粕，在传承过程中要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在石狮，一些陋习
的“惯性”仍然存在，想与之对抗，
必须拾起“科学”武器来给惯性
“刹车”。

“大会提出希望广大科技工
作者做科学精神的弘扬者，助推
全民科学素养提升。因此，带头
践行并推动移风易俗，也是身为
科技工作者代表义不容辞的责
任。”与会代表陈女士表示，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科技工作者应当
具有相当水准的科学素养，要有
基本的科学素质，在推动创新转
型，科技转化的同时，应该成为移
风易俗的“排头兵”，更要自觉带
头，率先垂范，做移风易俗、勤俭

节约、文明办事的表率。
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学技术
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石狮市科
协呼吁广大科技工作者新办婚
庆喜事，合理控制人情往来，树
立文明节俭、个性现代的婚俗新
风；简办丧葬礼俗，提倡厚养薄
葬，提倡海葬、树葬等绿色生态
殡葬；不办封建神事，不组织或
参与“普渡”“ 佛生日”等各类神
事活动。科技工作者要以提高
全民科学素质，带头践行移风易

文明新风

书香伴暑假
图书馆人气旺

“微博警察”蔡海炳

荣登《好人 365》封面
本报讯 日前，记者获悉，石狮市公安局永宁派出
所教导员蔡海炳成为中国文明网《好人365》的封面人
物。
据悉，《好人365》依托中央文明办开展多年的“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以讲故事的方式，宣传“中
国好人榜”上榜人物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从2014
年起，中国文明网联合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和央视
网“五网联盟”同步共推《好人365》专栏，每天在网上讲
述一位中国好人的感人故事。蔡海炳的照片及其事
迹，刊登在8月6日《好人365》专栏第1430期封面。
民警蔡海炳作为省公安厅首批十大情报研判专
家，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获评“中国长安人物”“平安
使者”“中国青年好网民”“福建向上向善好青年”“福建
省网络文明传播优秀志愿者”等称号，其个人微博获
“2015年度全国公安网络正能量榜样提名奖”“全国成
效突出的民警个人工作微博”等荣誉。2018年3月，蔡
海炳当选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另外，作为全国首批“网络舆情分析师”的蔡海炳
的微博“狮城苍狼”有70多万粉丝，该政务名博在讴歌
公安机关正能量的同时，善于运用新媒体为大众服务，
近年来累计联合公益机构发起近百次“微公益”活动。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谢少雄）

自暑假以来，图书馆成为了学
生们的好去处。日前，记者从石狮
市图书馆了解到，暑假期间图书馆
的借阅量大幅提高，前来图书馆自
习和阅读的人数显著增多，其中多
以学生群体为主，除了中小学生外，
还有一部分返乡大学生。
在图书馆里，记者看到阅读区
的位置基本已被坐满了，其中既
有来做暑假作业的学生，也有的
在图书馆里阅读课外书。“ 在家里
容易分心，一会看手机、看电视，
一会吃零食的，效率太低了。”初
三学生小蔡告诉记者，自打暑假
以来，她便和同学约好了一起前
来图书馆自习，氛围更好。还有
一部分小学生是在家长的引导
下，定期泡在图书馆里的。五年
级学生家长李先生说：“ 暑假期
间，把孩子放在图书馆比较安全，
而且还能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一举多得。”

俗为己任，当好科技知识和科技
思想的传播者、科学精神的弘扬
者和科学思想的倡导者。通过
走进人民群众，运用各种方式把
科技送到千家万户，引导市民群
众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
良传统，破除封建陋习，净化社
会风气，确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带动全社会携起手来，破陈规、
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让文明
新风传遍狮城每个角落。
（记者 林本鸣）

本报讯 在锦尚集控区的锦
尚镇职工服务中心里，廖朝键正
在对调解宗卷进行整理，以他名
字命名的“朝键调解室”已挂牌上
线，小廖也将在职工调解方面更
下功夫，而这只是锦尚司法所创
新司法行政工作的举措之一。
据悉，今年我市全力推进“实
业项目落地年”活动，进入第三季
度以来，锦尚镇启动“跑出加速
度，争当排头兵”项目攻坚提速40
天活动。对此，锦尚司法所积极

配合镇中心工作，主动出击，积极
创新司法行政工作，取得良好成
效。
据悉，锦尚全面提升法治文
化品质，为村民提供法律“营养
餐”。在港东村，锦尚司法所通
过卡通漫画、标语警言等形式，
在原有“美丽乡村”建造的基础
上，巧妙地融入诸如民间借贷、
防火安全、预防诈骗、拒绝酒驾、
海洋渔业等与群众日常生活贴
近的法治文化元素，让村民在广
场上跳舞聊天之后，坐在长廊里
纳凉都能学到通俗易懂的法律
知识，为村民提供了色香味形俱

灵秀法治文化主题公园人气旺
本报讯 今年以来，灵秀镇积极
推进法治文化工作建设，坐落于该
镇塔前村文化活动中心的首座法治
文化主题公园建成后，吸引了辖区
的广大群众。
“非常丰富，有许多不同主题的
法律知识，而且还接地气。”走访中，
不少塔前村村民告诉记者，在村里的
文化活动中心散步时，时不时都有群
众驻足观看学习，有的还会带上孩子
一同学习普法知识，培育法治文化。
“筹建前期，镇党委政府十分重
视，结合市司法局的指导意见，我们
通过对塔前文化活动中心进行实地
调研，结合其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人群覆盖等因素，最终确定依托该
活动中心打造普法宣传教育新阵
地，设计上围绕‘法治’的主题，融入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是否具有温度，很大一方
面取决于陌生人之间的相处以及相处所带来的内
心情绪。毕竟与亲戚和朋友相比，陌生人之间毫无
纽带相关，陌生人之间的文明和温暖是这个社会向
上向善的更大驱动力。
前天晚上，小李因为工作较忙，从晚饭后连续
加班多个小时到深夜11点多。下班后，她打辆滴滴
回家。小李很疲劳地坐在后排，全程并未与司机交
流。等到了目的地后，要下车时，司机大哥很暖心
地对小李说“这么晚了，一个人要注意安全。”
小李告诉笔者，自己一个人在石狮工作，在工
作十分劳累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句来自陌生人很贴
心的关怀，瞬间被感动了。小李表示，虽说是一句
很简单的话，但是陌生人之间能够彼此给予善意的
提醒，再温暖不过了。
事实上，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常常要和陌生
人相处或交流，他们或是快递小哥、或是司机、或是
送外卖的、或是服务员，诸如种种，希望我们不要过
于苛刻，不要太吝啬善意，你简单的一句话，或许能
够给予他人温暖或鼓励。
（杨德华）

自助快递柜很
“受伤”
！

据介绍，图书馆里的书籍读物
种类丰富，涵盖了艺术类、文史类、
综合类及以不同年龄区分的少儿读
物，基本能满足各种人群的阅读兴
趣选择。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书

香狮城”的发展，图书馆的功能日益
健全，充分发挥了以点带面的辐射
作用，为“书香狮城”的覆盖和发展
提供了示范引领作用。
（记者 杨德华 见习记者 李荣鑫）

锦尚司法为项目攻坚提速保驾护航
聚焦“项目攻坚2018”

一句善意的提醒
很温暖！

全的“法律快餐”。而在厝上村，
锦尚司法所通过完善一批视觉
冲击力强、形象逼真的户外禁毒
宣传设施，成了周边学校、企业
及村开展禁毒教育的首选去处，
极大地提升了镇禁毒工作站的
功能发挥。
其次，锦尚完善基础设施场
所，为和谐综治打好“预防针”，锦
尚镇集控区现有漂染、水洗、污水
处理以及垃圾焚烧等各类企业30
余家，员工约15000人。7月初，锦
尚在集控区管理中心建立了以调
解员个人命名的“朝键调解室”，
极大地方便了企业及员工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把矛盾纠纷解决在
萌芽状态。而在石狮市纺织服装
产业发展基地党群服务中心所在
地的港前村，锦尚也在7月底设立
社区矫正帮扶工作站，为社区矫
正对象就业牵线搭桥。
此外，锦尚进一步创新法治
宣传形式，助推中心工作驶入“快
车道”。针对镇今年招商任务数
10个、征用土地1272.8亩、拆除违
章建筑物45万平方米及迁移坟墓
650余座等攻坚项目，锦尚司法所
主动联合镇综治办、派出所、镇团
委、城管办等部门，编印相关法律
法规条文宣传折页、制作移动宣

传展板和征集“闽南四句”等，深
入项目工地、村居和企业一线开
展法治宣传专场活动；针对村级
党组织和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头
绪多、人心杂、竞争激烈等实际，
司法所迅速收集相关材料，把“十
严禁”“六不准”等规定，通过卡通
漫画、一问一答等形式，制作成移
动宣传展板到各村进行宣传，使
文化程度不高的村民便捷明了地
熟悉换届选举的操作流程以及相
关规定，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项目攻坚提速提供有力的保
障。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周国球）

东埔入选首批
泉州
“乡村记忆文化”
项目建设试点村
本报讯 近日，首批泉州市“乡村记忆文化”项
目建设试点村（社区）名单正式出炉，确定了12个
村（社区）为泉州市首批市“乡村记忆文化”项目建
设试点村（社区），鸿山镇东埔村名列其中，也是石
狮唯一入选村居。
据悉，根据《泉州市实施“乡村记忆文化”项目建
设三年行动方案》工作部署，开展首批市“乡村记忆
文化”项目建设试点，鸿山镇东埔村入选其中，将进
一步挖掘村居历史文化资源，促进渔村文化旅游事
业发展，推进“抓特色、树典型、创品牌”三年行动目
标计划，通过对村居扶持发展文化特色项目，注重文
物典籍、名胜古迹、特色风貌、传统技艺的挖掘、保
护、传承和开发，打造“乡村记忆文化”示范村，全方
位、多角度对外展示石狮乡村记忆文化魅力，助力美
丽乡村建设。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李秉源）

宝盖集中整治露天烧烤

大量法治元素进行宣传。”灵秀镇司
法所负责人表示，法治文化主题公
园，是在充分尊重活动中心原有整
体结构、景观资源的基础上，因地制
宜、巧妙融入法治文化元素，赋予新
的文化内涵，包括了禁毒知识、宪法
讲解、民间借贷、婚姻法以及相关的
格言警句等宣传看板，总占地约六
百平方米，于今年七月份完工。
把法治理念、法律知识充分通过
富有美感的造型看板、漫画艺术等视
觉手法，形成一个集游园、健身、休
憩、教育于一体的法治文化宣传平
台，得到了辖区群众的认可。“让大家
在游园的时候潜移默化感受法治氛
围、领略法治文化、涵养法治精神。”
灵秀镇司法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邱国强）

宝盖开办暑期公益课堂

家+文化

让孩子过个快乐的暑假
本报讯 8月 8日，一群孩子
在指导老师的陪伴下，在宝盖镇
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里专注地下
象棋。这是由宝盖镇总工会、妇
联联合举办的“快乐童年 缤纷一
夏”暑期公益课堂之一，活动从8
月7日持续至8月17日。
宝盖镇总工会、妇联十分重
视关心下一代工作，充分借助宝
盖镇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这一家
庭服务载体，为辖区广大家庭，尤

如今，我市大部分的小区设置了快递柜。随着
快递柜越来越多，一些关于快递柜的不文明现象也
随之显露了出来。
取完快递之后，直接转身就走，留下柜门在风
中“摇曳”……这是笔者近日在我市某小区快递柜
前看到的一幕。不锁快递柜，能造成多大的后果
呢？不妨看下这则新闻，不久前在江苏常州某小区
快递柜前，一男童见柜门敞开觉得甚是有趣，便钻
进柜内玩耍，谁知却被柜外的弟弟反锁，最后只得
求助消防人员赶至现场解救。
笔者注意到，在自助快递柜上均标有“随手关
门”的文字，或者是在取完快递时出现相应的语音
提示。即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市民并不把这事放
在心上。另外，部分小区的快递柜上被贴上了五花
八门的小广告，有的直接用马克笔涂上。此外，还
有一部分较皮的小朋友会故意拿尖锐物在柜身上
乱划，损伤柜子的美观。
快递柜作为城市中公共设施的一部分，希望社
区居民能够好好维护。
（陈嫣兰）

其是外来务工者家庭提供服务。
近年来，每年暑假一到，该镇总工
会、妇联都会联合在宝盖镇咱厝
边家庭服务中心开办暑期公益课
堂，目的就在于让辖区青少年过
上安全、快乐而有意义的暑假。
同时，缓解家长，尤其是外来务工
者因为工作而无暇照料孩子的问
题。此举深受广大孩子及其家长
的欢迎。
今年，该镇总工会、妇联邀请

了培训机构老师进行授课，公益课
堂的内容包括：经典国学、学业辅
导、手工制作、电影赏析、舞蹈教学
以及棋艺等等。课程丰富多彩，孩
子们这个暑假过得有滋有味。据
悉，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闽南理工
学院、盈丰服饰有限公司、尖嘴鳄
（石狮）服饰有限公司、福建金苑服
饰有限公司等单位、企业的几十名
职工子女参加。（记者 林智杰 见
习记者 李荣鑫 通讯员 蔡纯纯）

本报讯 8月9日，记者从宝盖镇获悉，近来，该
镇城管办加大力度，对辖区内店外占道烧烤、流动
烧烤等影响市容环境和居民生活的露天烧烤行为
进行集中整治，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入夏以来，夜间的露天烧烤在各个角落冒出，
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不规范的烧烤经营场所造
成的油烟、垃圾和噪音，影响了城市环境卫生以及
居民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为创造良好的市容卫
生环境，宝盖城管办对此展开整治行动。日前，该
镇城管办出动执法人员10余人，执法车2辆，对辖
区进行全面的巡查，并对不规范的烧烤经营场所进
行集中整治。连日来，该镇共纠正规劝店外烧烤入
室经营4起，劝离流动烧烤摊贩6起。在整治的过
程中，执法人员对违章业主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
传教育，并向周边居民介绍露天烧烤的危害，号召
居民如有露天烧烤的现象及时举报。据悉，该镇城
管办还将继续加大整治力度，督促商户能够更好地
守法经营，摒弃污染环境、影响市民正常生活的经
营模式，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良好、舒适、健康的生
活环境。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吴智玲）

开展扫黑除恶行动
鸿山
本报讯 为推进“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深入开

展，近日，鸿山镇综治办积极组织两所民警及辅警
大力开展“扫黑除恶”宣传工作。
工作中，综治办工作人员采取悬挂宣传横幅、发
放宣传单、张贴宣传海报、微信服务群以及利用LED
电子显示屏、重点场所电视滚动播放字幕等多种形
式，大力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工作。并组织
两所民警深入市场、广场街道等人流密集场所以及
辖区各村广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教育活
动，让辖区广大群众了解黑恶势力存在的严重性和
危害性，鼓励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辖区存在的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行为。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邱美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