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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再出发

文明有我

乱停车 城市交通不能承受之重
文明视点
在石狮，我们经常能够看
到，不管是主干道，还是背街小
巷；不管是小区门口，还是商超
附近；不管是学校门口，还是银
行附近，总有人乱停车，使得城
市的交通秩序出现混乱，城市道
路的交通环境无法得到提升，城
市的形象和品位都受到影响。
城市停车是个难题，而且随
着车辆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停车
难会成为更大的难题。停车难
是城市管理的问题，但不容否
认，个人素质也是城市车辆乱停
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人认
为，由于停车场所停车费用过

高，导致许多人心存侥幸乱停
车，以降低停车成本。
交警部门相关人士表示，机
动车随意乱停放就会导致路段不
畅通，而我们违章乱停放车辆的
地方大部分都是学校，或者是银
行以及饭店附近，因此如果长时
间将道路占据就会形成堵塞点，
直接导致道路上出现不必要的堵
塞现象。
车辆乱停乱放影响道路通
行、市容市貌，并存在交通安全
隐患。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规定，机动车应在规定地点停
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
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
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交
警部门的治理、处罚只是手段，

骑车

要彻底解决问题，还得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市交警大队大队
长戴元军表示，只有大家都遵守
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停车、规范
停车的习惯，才能解决车辆乱停
乱放的问题。
“当然，现阶段重要的是增
加停车位和如何解决市民的思
想意识问题。”戴大队长说，多年
以来，解决乱停车问题一直是交
警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常
态化地开展了一系列的乱停车
整治活动，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但不少市民对此还没有
入脑入心，对乱停车对文明城市
带来的影响还没有足够的认
识。接下来，他们还将加大宣传
和整治力度，借鉴其他城市好的

做法，本着宽严相济的原则，重
教育轻处罚，重引导轻处理，不
断提高部分市民群众在乱停车
问题上的思想意识，努力遏制和
解决乱停车现象。
长期从事城市交通规划研
究的何良平教授认为，停车难是
全国城市的普遍难题，相关部门
应从宏观层面编制出台停车场
专项规划，根据城市发展与城市
现状，进一步明确停车场的具体
位置和规模，在中心城区的话，
还要结合旧城改造进行区域内
停车统筹规划。在那些商业密
集地段，除了要向地下要停车
位，还应向“天上”要停车位，把
房屋顶楼改造为停车场。另外，
还应根据城市车辆拥有现状及

车窗抛物

在石狮的街道上，我们经常
会看到一些特立独行的电动车
或摩托车，他们逆向行驶丝毫不
考虑他人的感受，有些甚至理直
气壮地不断鸣笛示警。
昨日上午，笔者在东港路上
便看到了这样一名摩托车驾驶
员。当时笔者正沿东港路往回
兴路方向正常骑行，突然，从前
方一处岔路口逆向冲出了一辆
摩托车，所幸该路口相距笔者较
远，笔者并未因此受到惊吓，但
他的突然闯入却引起了正行驶
至该路口车辆的一阵惊慌。还

干净整洁的城市道路上，
你或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一个塑料袋从车窗飞出，在车
来车往间来回飘荡；一个烟蒂
带着火光从车窗飞出……这就
是车窗抛物。
车窗抛物，动作虽然很轻
松，但这与石狮的文明城市不
协调、不合拍、不一致，而且失
去了一名公民必要的素养和文
明，更是石狮文明城市不应该
有的丑陋现象。
小事不小。城市清洁需要
人人爱护，共同保护；城市文明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参与；
城市形象更需要每个人从点滴
做起，共同打造。
（记者 张军璞/文 黄韵诗/图）

好最终只是虚惊一场，大家都相
安无事。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
结束，突然闯入的这辆摩托车又
明目张胆地继续逆向行驶，并且
不断地鸣笛示意笔者让道。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情况，
笔者在街道上经常会遇到。这
些特立独行的司机似乎连最基
本的驾驶常识都不具备，为了自
己方便直接逆向行驶。对此行
为，笔者想说，逆向行驶不仅威
胁自身安全，也影响他人安全，
为了自己与他人的驾驶安全，请
广大市民遵守交通法规，不要逆
向行驶。
（凯翔）

祥芝包片入户宣传移风易俗显成效
乡风文明 移风易俗
本报讯 10月31日下午，祥芝
镇召开全镇移风易俗工作推进会
议，部署移风易俗电话调查测评
工作，要求各村组织开展移风易
俗入户走访宣传活动，切实做好
面向群众移风易俗宣传工作，提
高群众对移风易俗工作的知晓
率、支持率和满意率。同时，通过
设置广告、横幅标语、电子显示屏
等载体，以及利用村喇叭广播、结
合举办各种文体活动等形式，进
一步加强向群众宣传移风易俗，
努力营造浓厚的社会环境氛围。
会后，祥芝镇各村召开会议

部署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工作。祥
渔村把移风易俗宣导队成员分成
若干个工作组，深入到各自包片
责任区入户向村民分发新修订的
村规民约书面材料，宣传引导村
民自觉遵守执行有关规定，并根
据移风易俗电话调查问卷内容对
村民进行模拟测评，努力提高村
民知晓率、支持率和满意率。赤
湖村、后湖村等切实发挥村移风
易俗宣导队的作用，对村民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进行事前、事中、事
后的宣传、劝导、督促，努力遏制
大操大办，转变群众旧俗观念，倡
导文明新风尚，使移风易俗逐步
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
今年来，祥芝镇按照市委“移

风易俗推动年”的部署要求，以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神事不办”
为工作切入点和落脚点，精心组
织实施，扎实推进移风易俗深入
开展，全镇文明新风逐渐形成。
建立移风易俗好人好事收集平
台，鼓励群众把节约下来的礼俗

开支捐助奖学奖教、老年事业、社
会救助，借助《石狮日报》、市广播
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在镇级“风情
祥芝”微信公众号平台开设专栏，
大力宣传报道移风易俗的先进典
型和好做法、好经验。同步推进
移风易俗工作示范点典型培育和

联系点重点治理，在抓好镇村主
导强力推动、宣传教育全面推动、
典型示范引领推动、完善监督重
点推动等方面下功夫，夯实移风
易俗工作基础，进一步巩固提升
工作成效。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吴煌清）

赤湖村民简办寿宴捐资公益获邻里点赞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紫湖教
育促进会永远荣誉会长蔡金杯迎
来了80岁寿辰，老人健康长寿，
本应办一场风光体面的生日宴
席，但老人及其子蔡育群积极响
应移风易俗号召，简办寿宴，捐资
赤湖村老年协会、紫湖教育促进

会、其房头各2万元，共计6万元
用于公益慈善事业。蔡金杯及家
人为赤湖村公益事业建设添砖加
瓦，为赤湖村移风易俗工作树立
了榜样，辖区群众纷纷点赞。
今年来，赤湖村大力推进移
风易俗工作，通过入户劝导、举

办文体活动、广播移风易俗录
音、悬挂标语横幅等宣传倡导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神事不
办”内容，引导村民群众破除陈
规陋习，力促文明新风逐渐形
成。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吴煌清）

11月6日，市公交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分组上
路，共同开展“礼让斑马线，文明车让人”专项督导
活动，以进一步提高公交车驾驶员的文明素质，努
力营造“守法让行、文明礼让”的安全行车交通环
境。
活动中，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分成八个组，到八
七路、九二路、南洋路、子芳路、濠江路、东港路等
人流密集的地点，每个路口安排2名检查人员，对
来往的公交车驾驶员礼让斑马线行人的情况进行
督查，提醒驾驶员在经过斑马线时，谨慎慢行，礼
让过往行人。
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将持续开展
此项督导活动，把“礼让斑马线，文明车让人”活动
作为常态化、制度化坚持下去，以实际行动向社会
传递文明交通理念，践行文明行车的新风尚，共同
创建和谐社会、创建文明城市。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康伟玲）

灵秀部署
“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大会战”工作

全面推进隐患
“清零”
行动

本报讯 11月8日，灵秀镇召开消防安全集中
整治暨安全生产网格员培训大会，对各村（社区）主
干、安全生产网格员进行消防知识培训，进一步提
升该镇消防安全网格化队伍水平。
会议首先对该镇“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大会战”
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记者了解到，为确保消防安全
形势平稳好转，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
良好环境，灵秀镇于11月8日在全镇范围启动“消
防安全集中整治大会战”。会议要求，各村（社区）
要立即牵头组织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
治行动，要针对检查时发现的问题逐项梳理整改情
况，结合重点领域全面推进安全隐患“清零”行动。
当天的培训活动还邀请了石狮市消防大队专业
人士到场进行培训。专业人士就网格员如何进行监
管检查、如何查找安全隐患以及如何指导隐患整改
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其讲解内容生动、具体，有
助于网格员应用到具体工作中。 （记者 王文豪）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11月7日，玉湖社区党委与党建共建
单位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联合开展“树立良
好家风、弘扬廉洁齐家”主题党日活动。玉湖社区
党委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的党员代表参加活动。
活动中，玉湖社区党委领导带领各位党员参观
了玉湖社区革命传统教育走廊、玉湖乡贤风采走廊、
玉湖展览馆，让党员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
育。接着驱车前往石狮市环湾湿地公园和石狮市玉
湖食品厂参观，感受了石狮和玉湖的发展变化。随
后党员们前往惠安县“惠风”传统家训展示馆参观，
通过参观“惠风”传统家训展示馆，警示党员们要从
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讲道德、重家风，有效地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在惠安革命烈士纪念碑
前，玉湖社区党委与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为
两名新党员举行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参加活动的
党员们也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记者 陈嫣兰）

（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参与关心下
一代工作，另一方面是积极调动社
会各界的积极性，发挥“五老人员”
余热，不断充实、壮大工作队伍，推
出了许多亮点举措，如郑厝村推出
了小学生课外辅导站。对此，在调
研中，市关工委调研组大为赞赏。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王礼爱）

永宁总工会开展职工拓展活动
本报讯 11月7日，永宁镇总工 对战等系列训练，大大提升了职工
会在郭坑开展职工素质教育拓展活
动，活动邀请企业和村（社区）工会
主席，部分企业员工参加，调动企业
和基层工会的工作激情，提升职工
的身体、精神素质。
拓展活动中通过户外CS真人

礼让斑马线
文明车让人

玉湖社区与石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宝盖强化村级关工委队伍建设
本报讯 连日来，市关工委有关 心下一代工作队伍。一方面是各村
负责人带队，到宝盖镇铺锦、后宅、上
浦、郑厝、坑东、塘后等村调研村级关
心下一代队伍建设，对该镇村级关心
下一代氛围浓、队伍强、做法新表示
肯定，并对今后工作给予指导。
自村级“两委”班子完成换届工
作后，宝盖镇紧跟步伐，强化村级关
工委队伍建设，调整、充实、配强关

石狮公交公司开展文明礼让斑
马线专项督导活动

文明漫画

小事不小

请勿逆向行驶

文明观察

未来可能图景，确保停车场和停
车位数量逐年增加，有序发展。
何教授表示，解决停车难最
好的办法，当然还是发展公共交
通，实施公交优先政策。优化公
共交通覆盖网络，阶段性地推行
城市无车日，引导公众绿色环保
出行，养成良好出行习惯，减缓
车辆出行带来的停车压力。在
医院等公共服务用车密集的地
方，推行向周边分散停车压力的
措施，比如说由医院等公共服务
机构定点到附近停车场，由这些
机构定时车辆接驳。在这里停
放的车辆，实施停车费优惠或者
限时减免，从而减轻重要公共服
务区域车辆过度饱和的问题，缓
解停车压力。 （记者 张军璞）

的团队合作和集体荣誉感，进一步
加强各基层工会组织、职工之间的
互动和交流，为今后更好的开展工
会工作增进动力，夯实坚实的基础。
（记者 占婷 通讯员 庄一松
蔡国栋）

丰富农村幸福院文体生活

蚶江开展“红领巾小记者团”禁毒教育活动

本报讯 11月2日下午，锦
亭小学“红领巾小记者团”的10
名团员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走
进蚶江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管
理工作站及蚶江派出所洪窟警
务室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
在此接受一次禁毒教育，并以他
们的笔和心为“全民禁毒”发声。

据悉，“小记者团”半天的参
观采访活动，在蚶江镇综治办两
名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完成了既
定的活动任务。其中，“小记者”
观看了贩毒和吸毒危害的视频
展播，并逐一向他们介绍了高仿
的各种类“毒品”，详细讲解毒品
的危害性。最后并带领他们走

访了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
参观了心理辅导室、图书室、科
学实验室等，让他们学到更多的
“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大脑，用于
做一名合格的“禁毒宣讲员”。
图为“红领巾小记者团”走进社
区康复管理工作站活动现场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程育潮）

本报讯 近日，在蚶江镇石壁村农村幸福院
里，在老师的专业指导下，村里的老人们各个挥舞
着柔力球球拍，有节奏地舞动着。原来，为补齐养
老事业短板，石狮市老龄办联合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石狮分部，引进专业养老服务人才，为部分农村幸
福院开展老年人文体学习培训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为期两个月，先后深入我市部
分农村幸福院开展羽毛球、南音、柔力球、太极拳、合
唱等相关文体活动培训，所有培训由专业持证老师
或教练进行集体授课，教授相关技巧的同时，也会发
放相应的培训学习资料。培训结束后，还将举办成
果展演活动。下一步，市老龄办将积极探索引进专
业养老服务机构或专业养老服务人才，开展多元化
的养老专业化服务，提升石狮老人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林建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