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市民热线

139599008882
2019年8月14日

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拥有石狮日报（石狮新闻网）、东方收藏（东方收藏网）采编人员所创作品之版权，未经报业集团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和传播。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505002005007 印刷：福建日报（泉州）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经营许可证号：354300005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公安

局治安管理大队组织对今年以

来收缴的非法烟花爆竹进行销

毁。

据悉，今年以来，石狮市公

安局深化打击整治危险物品专

项行动，严厉开展非法烟花爆竹

整治工作，对非法生产、销售、储

存、运输烟花爆竹违法犯罪行为

严厉依法打击，全局共查处非法

使用、买卖、销售、运输烟花爆竹

127起，行政拘留127人，收缴非

法烟花爆竹500余件，切实维护

了辖区治安稳定，确保了全市社

会治安稳定。

为确保安全，销毁工作严格

按照《公安机关处置爆炸物品工

作安全规范》进行，销毁工作安

全有序，共销毁非法烟花爆竹

500余件，及时、有效地消除了

安全隐患。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林

春城）

公安机关销毁非法烟花爆竹

8月12日上午11点，烈日当

空，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10多名

施工人员正在石狮市祥芝镇共富

路220KV香山变10KV香控线的

工井内T接电缆。该工程竣工

后，将为洋洋食品、北记食品公司

和园区港口码头公司等三家企业

供电。其中，省市重点项目洋洋

食品将于月底正式投运。为确保

工程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人

员挥汗如雨战高温，奋战数小时

加紧施工。

在距离地面3米的井下，汗

珠从王辉煌的脸上滚滚流淌，一

会儿就汗流浃背，工作服被汗水

浸泡得变了颜色。

“现在有40℃了吧？”刚下工

井不久的王辉煌用绝缘服的袖子

擦拭着不断在额头上冒出的汗水

说。

“不止吧，你看我的衣服全都

湿了，像洗桑拿浴一般。”蹲在一

旁用美工刀剥电缆皮的林斌回

答。

连日来，罕见的持续高温，让

奋斗在一线的国网石狮市供电公

司的电力工人有点吃不消。为了

防止中暑，他们早上7点多就来

到现场，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

并配有防暑降温用品，实在受不

了，就喝瓶藿香正气水防暑。

“好闷啊，蹲太久，腿发麻，我

歇一会儿。”林斌停下手头的活儿

站了起来，打开地面工作人员递

过来的矿泉水，咕噜咕噜地往喉

咙灌水。

“嗯，好，做完就上去喝点公

司工会给我们送来的绿豆汤。”正

在用压接钳压接铜铝管的王辉煌

说。

电缆工井空间狭小，且又有

积水，不时有污泥、粪便等污物通

过下水道流到其中，臭气熏天。

该工程是新装工程，施工人员在

开工前使用抽水机抽水，并用木

板在井内垫高，勉强可以两人同

时蹲着作业。一个工程做完，往

往是腰酸背痛，两腿发麻。

12点30分，林斌通过竹梯从

电缆工井爬了上来，从同事手中

接过绿豆汤，脸上的汗水还来不

及擦拭，就往嘴里倒……

据悉，自国网石狮市供电公

司开展“党旗引领 攻坚突破”活

动以来，全公司上下形成了实干

担当的良好氛围，无论是三伏天，

还是暴风雨，“狮电人”总是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以干一行爱一行、

不怕苦不怕累的爱岗敬业精神，

为全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

强电力保障。

（记者 庄送梅 通迅员 蔡灵智）

本报讯 8月12日，一

场“防暑降温送清凉”慰问

活动，在公交行业开展。

石狮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

走上一线，为酷暑中坚守

岗位的公交驾驶员送上防

暑降温物品，送去公司对

职工的关爱。

进入7月，气温不断飙

升，我市开启了高温蒸笼模

式。在一线岗位坚守的群

体中，有公交驾驶员的辛劳

身影。为切实做好高温天

气防暑降温和关爱驾驶员

身心健康工作，促进企业安

全生产，公交公司提前购置

了260余份防暑降温物品，

并于昨日下午走到一线，亲

手发放到驾驶员手中。

夏日送清凉，关爱沁人

心。公交公司多年来坚持

开展送清凉活动，既传递公

司对一线职工的关切，也增

强员工的工作热情，以良好

的精神面貌更好服务市民

的公交出行。

（记者 康清辉 通讯

员 康伟玲）

本报讯 峡谷旅游路东

段的花海，是这两年石狮旅游

的“网红”产品。在经过前期

一阶段的土地休整后，这片花

海又开始“上新”了。城投集

团园林建设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次种植的品种是“百日

草”，预计在国庆期间即可陆

续开花。

据悉，这是一种喜阳耐旱

的花种，夏季生长尤为迅速。8

月13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

挨着青年水库的地块，种子播

撒已经完毕，并覆上了一层绿

色薄膜。另一侧地块，在不同

区域，数十名工人正分工进行

土地的翻整、种子的播撒、薄膜

的覆盖以及微型喷灌管线的布

设。预计这两天内，播种环节

即可全部结束。园林建设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季节比

较适合播种百日草，大概60天

左右的一个生长期就能开花，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做好养护并

静待花开了。

据了解，百日草学名叫百日

菊，夏秋开花，颜色非常丰富鲜

艳且花期较长。其中，管状花多

为黄色或橙色，舌状花多为深红

色、玫瑰色、紫堇色或白色。有

趣的是，百日草第一朵花开在顶

端，然后侧枝顶端开花比第一朵

开得更高，所以又得名“步步

高”。

去年以来，峡谷旅游路东段

这片花海，先后种植了波斯菊、

虞美人等花种，盛开的花海吸引

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游玩赏

花。按照百日草的生长期，这片

新花海有望在国庆时迎来绽放，

为节日增添喜庆氛围，也为游客

假日出游增添好去处。

（记者 康清辉 颜华杰 通

讯员 王贤平）

“花海谷”种新草 本季主打“百日草”

来自项目建设一线的报道

凝心聚力 赶超攻坚

本报讯 连日来，

石狮市老龄办协调卫

健局相关科室人员，

对各镇（街道）老年协

会基本情况及老年健

康开展情况进行实地

调研。

调研中，调研人员通过现场走访、座谈等形

式，了解有关情况，对我市老年协会开展登记、年

检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的肯定。同时，立足

老龄事业的未来发展，就如何发挥老龄委（办）的

职能、强化老年友好的理念、明确政府的职责定

位、发挥基层老年协会作用等进行了阐释。市老

龄办相关负责人还要求各镇（街道）要多关心老年

人的生活，组织志愿者上门为空巢老人和独居老

人服务，平时多举办与老年人相关的活动，让老年

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友所为、老有所乐。同

时表示，今后，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应共同建立与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老年人优待制度，加强

实践探索，总结经验，建立长效机制，不断推进老

龄工作再上新台阶。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万梅）

市老龄办到
各镇（街道）调研老龄工作

本报讯 8月12日，五星社区青

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暑期公益

培训班在狮城文体中心三楼结业。

此次暑期公益培训设置有硬

笔、毛笔、柔力球、中国舞、拉丁舞、

爵士舞、街舞等培训项目，内容丰

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满足了青

少年儿童不同的兴趣和爱好。据

了解，自7月3日开课以来，共计有

来自五星小学、第六实小等近200

名青少年儿童参与。不少家长

对此类公益活动表示赞许：

“公益培训活动让孩子们暑

期有了好去处。到社区

参加免费培训，又有专

业的老师教学，我们很

放心。”“暑期公益培

训班不仅能够帮助孩

子们发展特长，学习

到许多校内学不到的

知识，而且搭建起了孩

子与孩子间互动沟通的

桥梁，丰富他们的暑期

生活。”不少学生表示，希

望未来还能够继续参加此

类活动。

据悉，暑期公益培训班的开

展是五星社区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社区关心下

一代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该项

公益活动已连续开办四年。五星

社区暑期公益培训班致力于培养

青少年儿童的兴趣爱好，充实青少

年儿童的精神家园，提升青少年儿

童的综合素养，助力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下一代，帮助孩子们

健康成长。

（记者 陈嫣兰 黄翠林）

本报讯“我捡到你的车钥匙，你车上没留电
话，麻烦你联系我，联系电话……”8月12日下午，

快递小哥小蔡途经华侨中学附近，捡到一把小轿车

车钥匙，由于无法联系到车主，于是留下了一张暖

心的字条。

快递小哥小蔡说，当天他像往常一样送快件，

在经过华侨中学附近时发现地上有一个黑色的东

西，等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把小车的钥匙。“我捡

起车钥匙，对附近的车辆进行遥控开锁，发现小车

真就在附近。”小蔡仔细查看车挡风玻璃，并未发现

车主联系方式。随后，小蔡在原地等了一会，未见

车主前来，考虑到还有快递要送，他便留下了一张

字条，上面写着：“我捡到你的车钥匙，你车上没留

电话，麻烦你联系我，联系电话……”

最后，快递员小蔡担心车主急着用车，便主动

向凤里派出所报警。出警民警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之后，把钥匙带回派出所，并联系到了该小车的主

人，让其前往派出所取回钥匙。目前，车主已经取

回钥匙，并主动索要了快递小哥的联系方式，表示

要亲自去感谢快递小哥小蔡。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蔡澎霖）

快递小哥拾金不昧
留下暖心字条

金秋助学，爱心永铭。8月13日上午，石狮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石狮市私营企业协会、石狮市私

营企业协会党支部组织爱心企业、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及各界爱心人士先后前往湖滨、永宁、蚶江等

地开展捐资助学活动，仅用半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

和4名贫困准大学生结对。

“父亲离家出走多年，母亲是残疾人，孩子读中

学时获得过国家一等助学金。”当石狮市慈善总会

向石狮市私营企业协会一行介绍今年还有4名本地

贫困准大学生家庭比较困难时，石狮市私营企业协

会副会长、石狮市六桂轩茶艺馆董事长苏苑榕当即

向该同学伸出援手。“单亲家庭，父亲去年逝世，姐

姐正在读研。”了解第二位困难学子的家庭情况后，

福建省耀景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代表苏志良毫不犹

豫地对该同学进行了帮扶……

“我们石狮市私营企业协会是一个很有社会

责任和爱心的大家庭，仅用了半小时就完成了慈

善总会报来的4名贫困准大学生资助工作。”石狮

市私营企业协会会长、私营企业协会党支部书记

苏崇艺告诉记者：“会员企业的善举让我备受感

动，接下来，协会还要赴安溪、永春等地开展金秋

助学活动。”

（记者 周进文 通讯员 王金国 ）

半小时的助学接力……

本报讯 昨天上午8点，祥芝边防派出所服务

大厅的门刚打开，一名群众怀抱一个小孩急匆匆跑

进来，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民警：“我在路上捡到了这

个小孩，不知道怎么办，就送这来了，希望警察帮忙

把他送回家。”民警对他的善行给予肯定，表示将尽

快帮助小孩寻找家人。

因小男孩无法说出自己姓名、父母姓名等有

效信息，民警们便利用自微博、微信转发男童信

息，并通知巡逻队员密切关注，以尽快通知其父

母。随后，民警先将他带到食堂，喂他早饭，小男

孩狼吞虎咽，可见是饿坏了，后又给他看了动画视

频，渐渐地，男孩的情绪平复了下来。活泼好动的

他开始参观服务大厅，跟着民警办身份证，给拍照

群众捣乱，可爱的小动作惹得在场所有人哈哈大

笑。

大概半小时后，周先生赶到派出所报警，低头

看到在服务大厅玩得不亦乐乎的孩子，他热泪盈

眶，紧紧抱住了孩子，情绪激动地握着民警的手，连

声道谢。原来今天他孩子刚睡醒，趁着家里大人都

在忙，就自己溜出门，见儿子不见，他发动家里的所

有亲戚寻找。

民警温馨提醒广大家长，带小孩不能粗心大

意，不要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另外，家长要教会

孩子记得父母电话以及拨打110报警，遇到危险时

或走失要赶紧给家长打电话或报警，以确保安全。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许玉堂）

男童作客派出所
民警耐心守护

国网石狮市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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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社区举办暑期公益培训班
200余名青少年儿童参加

本报讯 8月8日13时许，警

方接到事主周先生报警，称手机

在某体育彩票店被偷。

东埔边防派出所民警立即

赶往现场，通过调取现场监控，

清晰地看到一名身穿蓝色T恤

的男子在购买彩票时，当着售

票员的面将桌子上的手机“顺

手”放入自己的口袋，并从容不

迫地继续购买彩票。此时，手

机真正的主人正在两米远的桌

子上专心致志地“刮奖”，尚未

发现手机被偷。约莫30分钟

后，事主周先生才发现手机不

见了。民警经过调查锁定嫌疑

人，于8月9日19时许抓获盗窃

嫌疑人陈某。目前，犯罪嫌疑

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

一步审理中。

（记者 张军璞 实习记者

施佳森 通讯员 邱诗颖）

一男子彩票店偷手机被抓

走基层�战高温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8月13日，石狮日报古都西安

文化研学营（第二期）进入第二天，

小记者们来到大明宫国家遗址公

园，通过3D虚拟＋实景＋互动的形

式了解遣唐使的历史，感受万国来

朝的盛世大唐的繁荣与奢华。

昨日上午，小记者们乘车来到

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通过观看

《大明宫传奇》电影，以一幅壁画引

发的一段千年的唯美传说，向小记

者们还原一个真实的大明宫，再现

了中国的盛唐风貌。虚实结合的

视觉刺激征服了小记者们的眼

球。片中极具视觉冲击力的3D运

动镜头，配合恢宏大气的背景音

乐，无一不带给小记者们强烈的

感官享受。而后小记者们乘景

区观光车参观丹凤门、含元

殿、宣政殿、紫宸殿等组成

的数十座殿宇楼阁。

下午，小记者们来到

半坡遗址博物馆，这是一

处距今约6000多年的遗

址。通过讲解员的解说

和对遗址的参观，小记者

们了解到半坡遗址是黄河

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

其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

化母系氏族聚落的社会组织、生

产生活、经济形态、婚姻状况、风俗

习惯、文化艺术等丰富的文化内涵

让小记者们啧啧称赞！随后，小记

者们到“史前工场”体验钻木取火、

植物捶染、陶器钻孔、原始房屋搭

建等项目，在轻松享受游戏的过程

中，增强对中华历史、考古知识、中

华文明的认识，深刻体验半坡遗址

原始人的生活。

今天，小记者们将前往中国著

名的温泉胜地华清宫，以及秦始皇

兵马俑博物馆，感受两千年前的秦

军奋击百万的磅礴气势。（记者 李

荣鑫 小记者 吴世祥 林于钧）

小记者们感受唐风华韵
石狮日报小记者古都西安文化研学营（第二期）

进入第2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