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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再出发

从暖心斑马线看石狮未来交通文明
狮车流量最密集的主干道之一，
记者驻守于此发现，“林先生过马
路”的场景并非个例，几乎每当有
人预备通过斑马线时都会有司机
带头停车让行。石狮司机礼让行
人的风尚让这条斑马线变得既让
人安心又暖人心，但能构成这样
和谐的画面也并非一日之功。
2016年 6月 2日，石狮在濠
江路设立了第一个“不礼让行人”
电子探头，该系统启用首日便抓

文明视点
从德辉广场2号门走出，密
集的车流让市民林先生下意识的
停住了脚步。但随即他又迈开步
子，三步并作两步地快速通过了
斑马线。穿过斑马线后，那一排
车稳稳停在斑马线前的场景仍让
林先生“受宠若惊”。
德辉广场门前的八七路是石

小照片蕴涵大能量

拍到了221辆“不礼让行人”的车
辆。那时石狮机动车未停车礼让
的现象仍较为普遍，甚至还时常
出现“抢行”乱象。“原来这样也要
挨罚？”在当时记者的采访记录
中，许多石狮司机甚至还不知道
不礼让行人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不过，吃一堑，长一智，监管
强度的增加为石狮礼让行人之风
奠定了基础，违规成本的提升让
越来越多的司机养成了斑马线礼

让行人的好习惯。时隔两年，谁
会想如今石狮司机礼让行人已日
渐蔚然成风，斑马线文明让行现
象频频出现在我们眼前。
“以前我也不会礼让，甚至还
被扣过分，但现在不管是哪条斑
马线，我都习惯让行人先过。”石
狮私家车司机李先生对记者说，
现在他觉得这样的行为让自己颇
有成就感，尤其是行人通过时报
以的微笑让他由衷感到开心。

两年来，以“李先生”为代表
的这群石狮司机的转变提升了我
们这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从某种
程度来看，这一脚刹车背后体现
的是大家对共建和谐社会责任的
认同。
“现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
有礼让行人的好习惯。”市民李先
生说，从斑马线礼让行人开始，未
来石狮的交通肯定会更加文明。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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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组爱心
照片在微信朋友圈传
播，说的是爱心人士看
望贫困群众，其中有一
张一位年轻女士与贫困老人拥抱的照片，感动了很多
人，有网友评论道，这是这个冬天里的“最暖怀抱”。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文明素质也
在不断提高，“ 最暖怀抱”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具体
体现。为帮助弱者脱离险境、解决困难，在关键时刻
为困难群众送上一个“最暖怀抱”，让他们感受到来
自社会的温暖，善莫大焉。小照片虽然看上去微不
足道，却蕴涵大能量，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说，
“最暖怀抱”无异于是雪中送炭。如此一来，既为帮
助困难群众解决了后顾之忧，也体现了现代社会的
文明进步。
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既承载着历史的辉
煌和今天的繁荣，也是一座城市市民素质的整体体
现。一方面，小照片增强了人们的文明意识，放大了社
会正能量，为城市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
面，“最暖怀抱”不啻为是一项很好的公益行动，这些在
现实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人性美，需要公众共同呵护
并予以传承才能延续。只有大力提升城市文明品质，
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来自于社会的温暖与和谐，才能
在全社会形成解危济困的良好风尚，让守望相助、助人
为乐蔚成风气。
（张军璞）

我说文明

文明行动

日前，闽南公益 侨乡博爱团组织参加了10公里和20公里的徒步活动。活动
中，他们一路传播公益，凝聚爱心。闽南公益 侨乡博爱团负责人吴培祥表示，作为
一个爱心公益组织，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呼唤社会爱心，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 张军璞）

永宁：用新业态带活古卫城
本报讯 1月10日，记者在永
宁老街采访时发现，永宁南音社及
旁边的店面搭起了脚手架，一名工
人正在对老厝的墙面进行修缮。
记者获悉，继永宁镇政府对老街七
座老房子进行修缮并着手引进新
业态后，又有八座位于老街上的老
房子被定为第二批修缮的建筑。
修复老房子，引进新业态，说明永
宁古卫城保护提升工程正稳步推
进。
2018年，永宁老街的变化可
不小，永宁镇政府将老街作为古卫

城保护提升项目的开端，以点带
面，全面铺开。“我们最近更换了老
街的景点指示牌，仅老街就做了60
多个。”据永宁镇副镇长施文静介
绍，新更换的指示牌上表明了浏览
路线及景点介绍，甚至为老街上的
一些老店铺、老手艺也设置了指示
牌，近期还将在整个古卫城放置新
的指示牌，让游客更好地选择浏览
路线，更好地了解卫城文化。沿着
永宁老街往上走，来到鳌城中开坊
附近，在鳌城中开坊对面，原本是
两座倒塌的老厝，如今永宁镇政府

将这块空间整理规划，变成了一口
微型公园。公园虽小，却别有洞
天，不仅有“身边故事共同铭记”的
宣传，还有一个“乡土记忆”橱窗，
专门为游客提供了永宁文史资料
的免费借阅，并设置了信箱，让游
客能把浏览感受留下。公园左边
的墙是老厝遗留下的墙，上面放着
酒缸，接上水源，水声潺潺，仿佛在
讲述老街的故事，夜晚灯光通明，
附近的老街居民也颇为喜欢这个
空间，把家里的绿植放入水中，更
增添了意境。
记者了解到，2018年年初，备
受关注的《永宁古卫城保护提升实
施方案》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

后正式出台。永宁古卫城保护提
升工程计划通过对历史遗迹保护、
古城风貌整理、基础设施改善、城
内部分建筑征收以及古城产业培
育等举措，用3至5年实现永宁古
卫城的整体保护提升，重现永宁古
卫城景观风貌，展现永宁历史文化
名镇生机。
2018年，永宁三合茶馆、永宁
侨批展览馆、印象永宁美食馆等新
业态在永宁古卫城内开花落地，首
届永宁空间艺术季在永宁老街举
办，永宁古卫城大讲堂连续举办了
六期……永宁古卫城保护提升工
程成效初显。根据《方案》，去年永
宁启动了历史文化街区（永宁老

街）两侧建筑的征收改造、基础设
施整治，西门部分区域建筑的拆除
与空间整理，东门、南门环城空地
收储等工作；制定并完善产业孵化
机制及古城产业负面清单，先行培
植一批示范业态入驻古城。2019
年至2020年，永宁镇将继续推进永
宁古卫城保护提升工程，整理环城
风貌，古城内管线全面落地，形成
较明显的古城保护区域；利用改造
后的历史街区、重点建筑带动效
应，促进两侧及周边区域联动参
与；完善古城居民参与古城修复提
升的鼓励机制，初步形成“政府引
导、居民参与、市场运营”的古城管
理机制。
（记者 占婷）

责人及致和社工以拉家常的方式，
详细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状况、身体
情况以及孩子的学习情况，并回应
他们的相关诉求，尽力满足贫困家
庭及孩子的需求和期盼。
接下来，凤里街道妇联、凤里
“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根据困难
户的实际需求，将联合致和社工、
中骏集团进一步细化结对帮扶计
划，系统开展“冬日暖阳”走访慰问
活动，具体实施帮扶举措，关心困
难妇女家庭生活，有效达到精准帮
扶目的。
（记者 陈嫣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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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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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锦尚计
生协会联合锦尚中心幼儿
园开展早教亲子活动。
现场共有 17名家长
及孩子共同参加了亲子互
动游戏，这次活动目的是
通过活动切实提高幼儿家
庭的家庭教育指导水平，
促进学龄前幼儿早期发
展，促进辖区家庭和谐。
（记者 邱育钦 通讯
员 王静敏）

眼下，一些青少年蹬着轮滑上路练习，有的甚至
将轮滑当成了代步工具，不禁让人担忧。交警提醒，
轮滑只能在一定范围的场地上活动，如果上路，不仅
违反了交通法规，而且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昨天下午，记者在宋塘路发现两名初中生模样
的年轻人瞪着轮滑鞋，穿梭于马路上。他们没有佩
戴护腕、护肘等防护用具，且手中还各拿着一瓶饮
料，不时拧开瓶盖仰头喝一口，来往穿梭在机动车
道和非机动车之间。路上行驶的车辆纷纷避让，经
过此处的车主无不为这群年轻人的安全忧心。
对此，交警提醒，轮滑作为一种休闲健身运动，
只能在一定范围的场地上活动，如以轮滑代步上
路，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而且存在着严重的安全
隐患。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的规定，不得在车行道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
工具，违者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记者 张军璞）

本报讯 1月9日，凤里街道深入辖区医疗卫
生机构开展今冬明春及节前消防安全生产专项 凤
检查，确保辖区医疗机构消防安全持续稳定。
检查中，由街道卫计分管领导及凤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主任带领的一行人查看了辖区医疗 里
机构的消防设施、安全培训、安全制度和应急救
援预案落实等方面的情况，查看了各项医疗仪
器、设备的保养和维护情况，检查了氧气、酒精等
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管理情况，并对重点安全隐患
区域进行了排查，真正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专项整治不留后患。
经检查发现，各医疗机构安全责任制总体落
实情况良好，但个别医疗机构仍存在不同程度的
安全隐患和薄弱环节。凤里街道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督促指导整改，切实强化医疗卫生服
务机构安全生产意识，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记者 陈嫣兰 通讯员 杨云燕）
本报讯 1月10日，根据全镇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的统一部署，永宁镇全镇开展节前安全生产 永
检查督查及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大会战。
当天，永宁全镇各行业分管领导带队对辖区
内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液氨存储单位、消防重 宁
点单位、建筑施工单位、渔业安全等行业领域展
开安全生产检查，并督促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强化安全防范措施，确保生产安全。
岁末年初历来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关键时期，
各类生产经营建设活动、交通运输繁忙、群众出
行和聚会集会活动增多，往往导致事故多发频
发。除了镇政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永宁各
村（社区）也纷纷开展了各自辖区内的各类场所的
消防隐患大排查，确保全镇人民度过安全、祥和的
节日。 （记者 占婷 通讯员 占森贵 高芳华）

凤 里 妇联开展暖意行动

锦 尚 开展
早期教育活动

“几年前楼道灯经过整修，由触摸灯变成了声
控灯，晚上回家是方便了，而且电费也不用住户
交。但不知为什么，声控灯后来不受控制，只要有
一点声响，我们进出打开楼道门，它就亮，轻轻上
楼，它也亮。”8月2日上午，家住我市某老旧小区的
吴女士向记者反映，她们单元的楼道灯不受控制，
一直亮着，很浪费电。
记者在吴女士所住的一单元看到，该楼道向
阳，白天亮度充足。记者爬上4层楼，发现每层楼
道的灯都一直亮着。吴女士说，“我看过电表，一个
单元楼道灯一天的用电量，相当于一户人家一天的
用电量，这个小区有这么多单元，如果所有楼道灯
都24小时亮着，岂不要浪费很多电……”
林先生住在隔壁单元，他们的楼道灯同样出
现了这个问题，“小区来来往往的人多，导致楼道灯
一天到晚都亮着，很浪费电”。吴女士表示，还是希
望相关部门能关注一下社区楼道灯成为“长明灯”
的现象，并与居民协商一下，共同解决这个用电浪
费问题。
（记者 张军璞）

绷紧安全生产弦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 为让广大儿童更好地
成长，让家庭过上平安欢乐祥和的
节日。凤里街道妇联、凤里“咱厝
边”家庭服务中心联合致和社工于
1月8日开始在辖区内开展“暖意
行动”——困境家庭关爱服务走访
慰问活动。
1月8日，凤里街道妇联、凤里
“咱厝边”家庭服务中心联合致和
社工走访慰问了辖区的贫困家庭，
为他们送去了党和妇联组织的关
怀和祝福。
慰问中，凤里街道妇联相关负

“长明灯”
太浪费

这样玩轮滑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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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拼开门红 推进实业项目赶超年

文明提醒

高新区举办未婚青年联谊活动
本报讯 1月10日，一场由
石狮高新区总工会主办的主
题为“缘在工会、情定新春”未
婚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在石狮
市正源生态园上演。来自石
狮市总工会、石狮高新区、蚶
江镇、祥芝镇、鸿山镇机关工

会和石狮高新区企业的35名
未婚青年手拉手、背靠背，共
筑同心结。
本次“缘在工会、情定新
春”未婚青年职工联谊活动，
旨在丰富青年职工精神文化
生活，扩展互动交流渠道。活

动中，在教练的指挥下，先后
开展了破冰按摩操、亲密接
触、眉目传情、群龙取水、共筑
同心结等游戏，并组织了自助
烧烤，水果采摘等活动。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吴云玲）

本报讯 1月10日上午，祥芝镇召开2019年
安全生产“春季攻坚行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 祥
署会，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及全镇各企业负责
人、安全管理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祥芝镇安办负责人布置危险化学品专 芝
项整治行动整改工作，明确整治工作时间、目标、
任务和措施。随后，市安监局相关负责人强调，
要求企业要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安全风
险辨识要到位；现场应急救援必须得当，防止盲
目施救，导致伤亡扩大；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
作要重视，安全教育培训工作要到位。
在会上，祥芝镇相关负责人要求各企业要业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员工培训、隐患排查等工作；
同时要针对岁末年初的安全生产特点，集中开展
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抓好各项安全
防范责任措施落实，对于不重视安全生产，拒不
整改安全生产的隐患企业将上报上级部门进行
行政处罚并上报市应急管理局列入安全生产“企
业黑名单”。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蔡水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