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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再出发

低头不见抬头见，邻里之间要沟通和包容
文明视点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住进
了环境优美、舒适的居民小区，
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但邻里之间
似乎越来越难相处。
从远古时代的群居生活到
后来的庭院、大院生活，再到今
天的居民小区，邻里关系一直是
每个人人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工作单位和家是大家待
得最多的地方，邻里之间是胜似
亲人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
管他人瓦上霜”直接影响着我们
的心情和生活质量。无人不渴
望亲如一家的和谐邻里关系，但
是邻里之间的关系有时“腹背受

敌”，受到生活习惯、性格脾气等
多重因素的影响。居民小区的
居住方式所形成的新型邻里关
系有些难处理，甚至成为许多人
的心结。
近日，家住某小区的王女士
气呼呼地从楼上邻居家下来，向
记者抱怨道：“每天晚上楼上的手
机在地板上振动，每隔几分钟或
十几分钟就振动一次，振得我们
家人整夜整夜地睡不好。”忍无可
忍的她只得找邻居理论。无独有
偶，某小区的周先生告诉记者，他
家楼上的住户睡觉很晚，一到晚
上11点多，走路和说话的声音很
大，严重影响了他的睡眠。
说起邻里关系，卫生习惯不
好的邻居也让人很崩溃。“我家对
门家门口经常堆着三四包垃圾，

夏天味道特别难闻，我们只能一
次次帮他们往下提。”家住某小区
的洪先生表示。不仅如此，他家
的邻居喜欢在车库里洗车，地面
上弄得很脏。洪先生向记者透
露，整个楼道甚至别的楼道里的
居民都对这位邻居有意见，但是
碍于面子，一般都不与她计较。
小区里的车逐渐多了起来，
停车不考虑其他居民出入是否
方便也经常引起公愤。“ 明明离
路边还那么远，但是就是要停在
中间，让别的车都过不去。”某小
区的刘女士说道。据了解，居民
小区的居住方式所形成的邻里
关系，要么互助和谐，要么走冷
漠和矛盾尖锐两个极端。在以
年轻人为主的新小区里，邻里关
系比较淡漠，即使是对门或上下

昨天下午，笔者在宝岛路看
到，一名穿着校服的小女孩，手里
拿着一个空的矿泉水瓶，走了很
远一段路，然后把矿泉水瓶扔进
了垃圾桶里。笔者不禁为这个自
觉践行文明且传播文明的少年叫
好。
这已经不是笔者第一次看到
这样的场景了，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样的文明行为每天都在上演，
小小少年，他们不仅是城市文明
的创造者，更是城市文明的维护
者、文明创建的“形象大使”。
文明的感召，就在于我们的

一言一行之间。当你身边的人，
都能将自己产生的垃圾自己带
走，不再乱扔垃圾时，我们的城市
就会变得更加干净、文明。
培养市民的自觉文明意识，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更多的市
民自觉地做到遵守公共秩序、不
随手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在
公共场所抽烟、待人真诚、友好微
笑等文明行为时，更多的居民从
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时，自
然也可以带动一些人改掉陋习。
让文明的影响相互传播、传
递，出现更多的文明形象大使，营
造出大家都来争做文明市民的氛
围，才能达到文明建设的目的。
（张军璞）

人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性格，产生
矛盾和摩擦也是在所难免的。
某小区的物业经理告诉记
者，人的素质有差异，但大部分
居民素质还是好的，即使有的居
民有些行为习惯不好，只要是明
理的人一提醒就行了。另外，整
个社区的氛围也很重要，如果大
部分人都很热情、亲近，邻里关
系很融洽，那么少数的人也会受
到带动，自觉加入这种关系中。
邻里关系与其他人际关系一样，
也需要经营。“ 我们可以利用宣
传措施，宣传身边的好邻居，让
大家感受到融洽的邻里关系所
带来的好处，从而带动整个小区
邻里关系的发展。”该物业经理
表示。
（记者 张军璞）

我市一企业职工书屋获评
第七批
“泉州市职工书屋”

由小女孩扔垃圾想到的

我说文明

楼见了面也大多不说话；而在中
老年人较多的小区尤其是单位
职工聚集的小区，大家就会热情
地打招呼、互帮互助，人情味比
较浓。
记者调查发现，工作忙、压力
大导致大多数居民在回家之后只
想窝在家里休息，不想再耗费精
力和心思去经营邻里关系了。此
外，随着各类社交软件的普及，亲
人、朋友之间现实中的交流都大
大减少，更不用说跟邻居之间的
关系。再就是社会关系网的扩
大，让人们已经疲于应付，更加无
暇顾及邻里关系。
邻里关系作为一种人际关
系，不同于其他问题，难以靠制度
约束，更多的要靠自觉维护。不
同的成长环境和经历造就了每个

记者日前从泉州市总工
会获悉，我市神华福能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书屋被评
选为第七批“泉州市职工书
屋”。
据悉，根据《泉州市总工
会关于培育第七批泉州市职
工书屋示范点的通知》要求，
该公司科学筹划，精心部署，
把职工书屋建设作为加强职
工思想道德建设、实施职工
素质工程的一项重要举措，
结合实际情况，根据职工人

书香狮城
数、年龄层次以及专业侧重
点，按适当比例配备图书，并
按照图书类别进行分类规
整、上架，以便图书的借阅及
管理，积极打造职工自我提
升、自我成才的学习平台。
经一系列审核过程后，最终
顺利获评。
另外，记者从该公司了解

到，自职工书屋建成后，神华
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先后
开展了“我为自己充充电”读
书交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主题征文等活动，引
导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每天参与阅读人数超过
20人次，不仅丰富了职工业余
生活，更满足了广大职工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为
企业乃至我市的发展凝聚文
化力量。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宋凤）

石狮邮储银行支持莲坂村授信 5000 万元
本报讯 9月12日，祥芝镇莲
坂村与石狮邮储银行举行共建信
用村授牌暨乡村振兴战略合作签
署仪式，莲坂村与石狮邮储银行签
约协议，石狮邮储银行授予莲坂村
为邮储信用村，授信额度5000万
元。授信活动结束后，还举行石狮
邮储银行业务推介活动，对有融资
需求的客户进行现场咨询受理。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石狮
邮储银行与祥芝镇祥渔村、古浮

锦尚完善

村、莲坂村等签订共建信用村协
议，石狮邮储银行、泉州农商银行
石狮支行与石狮市祥才渔业专业
合作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
银村双方合作搭建融资服务平
台，将有助于解决村里广大从事
渔业、商业的小微客户‘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对于支持海洋渔业
发展、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将起到
推波助澜的作用。”出席现场活动
的祥芝镇负责人高度评价了此次

人口与计生之窗
主办：市卫计局 市计生协会
承办：石狮日报社

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

湖滨、灵秀
协办：凤里、
宝盖、蚶江、永宁 计
生办
祥芝、鸿山、锦尚

本报讯 9月12日，锦尚镇有关
负责人陪同泉州市领导，到锦尚镇
卫生院东店分院调研县域紧密型
医共体建设、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
管理、群众医保待遇水平等情况。
在调研现场，锦尚镇卫生院
院长黄斌斌介绍辖区乡村卫生服
务一体化管理。据悉，锦尚镇乡
村卫生一体化管理进一步延伸服
务，方便就医人群，缩小服务半

径，提升了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增
加群众信任感，从而推动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工作。目前，锦尚镇
已建设完成三处锦尚镇卫生院一
体化点，另一处正装修预计10月
底投入使用。全镇11个村已拥有
1家卫生院、3家分点外加13家卫
生所室、5家个体诊所，基本形成
十分钟就医圈。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王容俭）

12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为
进一步普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传授健康生活技能，让学生们
在新的学期养成良好健康生活方
式，有一个健康体魄迎接新的挑
战，近日，鸿山镇卫生院联合鸿山
镇卫计办、计生协会在福民中心
小学开展以“三减三健 全民行
动”为主题宣传活动。

景宣传布幕、设立展板、发放宣传材
料和礼品，使学生们充分认识到健
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了解了“三减
三健”的核心信息，掌握了盐、油、糖
的摄入量标准和控制摄入的生活技
巧，可以回去告诉家长注意饮食与
生活习惯，让每个人摒弃不良习惯，
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受益者。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王婵婵）

鸿山开展
“三减三健”
宣传活动
本报讯 2018年9月1日是第
主办方在活动现场搭建主题背

活动。据介绍，一直以来，祥芝镇
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广创建信用
村，将其作为普惠金融的延伸，作
为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全国
文明村镇创建成果的重要内容，
支持银行落实响应党中央关于金
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服务“三农”发展，服务实体经济。
石狮邮储银行作为服务“三
农”的主力银行，多年来始终坚守
在支农惠农的第一线，用一点一滴

行动，践行着“普之城乡，惠之于
民”的宗旨与责任，为改善农村金
融环境、促进农民创业提供了有力
的金融支撑。近年来，石狮邮储银
行已在祥芝镇投放贷款700笔，贷
款金额7.5亿元，大部分为渔业类、
种植类贷款，如渔船抵押贷款、家
庭农场贷款、循环贷等产品，致力
于大三农金融发展，对贷款额度大
力倾斜，为广大村民群众提供资金
支持，进一步推动全镇海洋捕捞、

渔业贸易、养殖业等经济发展。
据了解有关银行负责人，创
建信用村和“银村”双方搭建融资
服务平台，需要银行与镇政府、村
委会三方密切对接和配合，才能
达到既支持地方经济增长，又防
范金融风险的预期目标，相信今
后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银村”
共建活动将起到推动农村社会经
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陈锋洛）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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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营造“扫黑
除恶”浓厚的宣传氛围，扩大专项
斗争影响，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9月12日，祥芝镇扫
黑办联合祥芝边防所、祥芝派出
所开展扫黑除恶入户宣传活动。
祥芝镇扫黑办指派专员联同
辖区巡防队员、下片民警等工作
人员深入村居、企业、工厂、沿街

商铺等人流密集场所，向群众分
发扫黑除恶宣传单，警示贴纸，为
群众讲解哪些属于黑恶势力，并
告知群众祥芝镇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此次专项斗争，坚决扫除黑恶
势力，让他们积极参与，踊跃举报
涉黑、涉恶、“村霸”等恶势力线
索，共同建设和谐祥芝。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充分调

动了村民群众参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积极性，营造了扫黑除
恶的浓厚氛围，有效威慑黑恶势
力，把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之
中。同时进一步增强了村民群
众的法治意识和防范能力，营造
了良好的治安环境氛围。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施
超明 侯伟泓）

鸿山摸排信访领域扫黑除恶线索

本报讯 连日来，鸿山镇把
信访领域扫黑除恶线索摸排作
为推进专项斗争的有效手段，提
高政治站位，广泛宣传发动，细
化摸排措施，切实维护信访秩序
和社会稳定工作。
首先，鸿山在信访接待场所
及周边设立举报箱，公开举报电

话，悬挂展板、标语条幅，在群众
来访大厅发放扫黑除恶宣传纸，
在信访信息工作群发布扫黑除
恶应知应会知识等，多渠道进行
广泛宣传；其次，鸿山注重日常
来信来访案件线索梳理收集，全
面推进理性信访、阳光信访、依
法信访，一旦发现信访案件有涉

黑恶线索，立即通过与来访人接
谈信访案件始末经过，填写信访
领域涉黑恶问题调查问卷。同
时，鸿山完善镇微官网投诉制
度、群众来信案件涉黑恶问题的
挖掘分析，全面做好信访领域涉
黑恶线索的收集。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邱美鹃）

文明呼吁
绿化带怎么能成
天然牧场？

近日，记者在濠江路往水头外线一带发现，附
近的“牧羊人”经常赶着一群羊在啃食绿化带里的
草木，羊群所到之处，植物的嫩芽就被吃光了，还留
下了不少的粪便在绿化带及马路上。
记者观察到，这片地方的绿化带刚种植上新的
植物，羊群以幼羊为主，因此好食嫩芽。此外，有的
年长一点的羊还啃树木的皮，不仅破坏了绿化，还
严重影响市容。同时，记者看到有的羊在啃食完之
后，还会跑到公路上嬉闹，对过往的车辆行驶安全
带来一定的隐患。
采访中，周边的一位环卫工告诉记者，“这些羊
群都是附近的村民所养，只要看到他们将羊赶到绿
化带上，都会对对方进行劝解。”
呼吁广大市民，能够认识到事情的危害性，共
同保护环境和确保马路安全。 （记者 陈嫣兰）

电动车十字路口
不守交规

记者昨天下午在市区濠江路与东港路交叉口
看到，一辆电动车无视红绿灯，从道路的西南角斜
穿过来。期间，该辆电动车路过正在过斑马线的行
人中间，行人只得纷纷避让，造成正常的交通秩序
被破坏。
（记者 张军璞）

全面推进“厕所革命”

灵秀投资 120 万元
改造提升 8 座公厕

本报讯 “这几年，夏季的公厕里再也没有苍
蝇、蛆虫，带远方的朋友来石狮游玩，也不害怕上厕
所了。”家住灵秀镇的市民林先生高兴地说道。
“厕所革命”时间紧、任务重。今年以来，灵秀
镇克服实际困难，合理规划安排，稳步推进厕改工
程。记者日前从该镇获悉，灵秀镇在“2017年投入
100万元改造提升10座公厕”的基础上，今年再投入
120万元改造提升辖区8座公厕。
据悉，为加快推进“厕所革命”，灵秀镇成立“厕
所革命”工作领导小组，分别确定镇级、村级“厕所
长”，负责全镇“厕所革命”工作总体筹划部署，研
究、协调和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采取多种措施，
全面推进厕所革命。
不仅如此，该镇还开展“一厕一档”建设，全镇
12个建制村分别收集汇总形成厕所管理档案，做到
每座公厕均有：一厕一档公厕简明表、详细照片资
料、相关管理记录以及建设材料和具体位置等；深
入打造“厕所云平台“，进一步解决了群众找公厕
难、公厕问题无法反馈、公厕数据未能统一的问题；
加强日常督查考评，出台了《灵秀镇公厕考评方案
（试行）》，制定《灵秀镇进一步推进“厕所革命”行动
实施方案》，从而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多方筹措下拔
公厕整治经费，每座公厕先行补助整治启动经费2
千元、建档费用200元，每月另行补助经费300元，
共下拔三十余万经费，以“大力气”积极做好“厕所
革命”工作，让群众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何春燕）

泉州市老促会莅石
调研老区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讯 9月12日上午，由泉州市老促会常务副
会长颜伟劲带领的调研组一行走进永宁镇前埔村，
调研老区乡村振兴工作，并与石狮市老促会、市委
社工部、市农办、市经济局、永宁镇以及6个革命基
点村的负责人座谈，深入了解石狮革命基点村乡村
振兴工作情况。
泉州市老促会调研组通过实地走访查看、座谈
交流的形式，深入了解石狮革命基点村在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中的主要做法、所取得的成效与经验，以
及工作中存在的困难与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座
谈中，石狮各个革命基点村的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
自村情实际、工作成效与今后的发展计划；与会各
相关单位亦纷纷结合各部门的具体工作，介绍了石
狮在革命基点村乡村振兴领域的做法。颜伟劲一
行仔细听、详细记，认真收集工作中的难点与问题，
并不时和与会人员就具体问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座谈中，泉州市老促会调研组一行对石狮市、镇、村
三级在乡村振兴工作中一些做法与取得的成效给
予肯定，并为各革命基点村今后的建设与发展出谋
划策。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蔡宗营 王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