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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少网友市民都不

太知悉，刚刚过去的8月13

日是“国际左撇子日”。如果

你也是个左撇子，那恭喜你，

昨天你与爱因斯坦、拿破仑、

奥巴马、比尔�盖茨、克林顿、
居里夫人等知名人物一起过

了节！

据一网络权威平台数据

显示，全球约有6%至13%的

人是左撇子，照此计算,在国

内，左撇子人群至少约8000

万。而关乎“左撇子是否给

你生活带来了什么方便或者

不便”“左撇子会更聪明吗？”

“左撇子都会成大伽”等问题

引起了包括我市在内的广大

网友热议。

左撇子们的“血泪史”
昨日,各大网络平台一时

之间出现了不少“左话题”。

有网友提出：虽然自己接触

过的左撇子在某些方面都相

当优秀，但平常生活也是一

部“血泪史”。

“好比我，从小都是用左

手打球，一开始，朋友们还不

习惯，还以为我练就了一身

‘绝世武功’，相当羡慕。”我

市网友王先生提起自己的

“左撇子人生”时说道：上小

学时，边写边抹开字迹，本子

和手都是最脏的。

“后来，公交车便捷了，

每次上车，一刷卡，滴……我

旁边的门开了，所以只能每

次刷卡都提醒自己刷右边，

不然卡刷了，别人进去了。”

王先生表示，在大部分工具

都是考虑右手使用习惯的世

界，左撇子们有时很难为情。

“玩游戏买个鼠标都要

特别定制，剪刀石头步用起

来会被人误会手残，学个乐

器老师都觉得教得别扭、学

开车时左手老是跃跃欲试想

去挂挡……”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还

曾有一种现象：一些左撇子

的同学，会被老师纠正用右

手写字、拿剪刀等，那时候大

家普遍认为左撇子是不正常

的。”我市网友林女士提出，

生活在右手世界中的左撇子

们，很多生活习惯都与右手

世界人不同。曾有一段时

间，这还被不少人认为是不

正常现象。

另外，除了生活习惯上

和右手世界的人不同之外，

有时，左撇子们也会面临一

些困境。如碰到使用部分

危险工具时，不仅会带来一

些不便，也会有一定的危

险。

左撇子是否更聪明？
从民间至网络，曾有

“左撇子更聪明”的说法。

从古至今，左撇子中不乏知

名人物，如爱因斯坦、拿破

仑、居里夫人、奥巴马、笑星

赵本山、乒乓球选手丁宁、

主持人汪涵、羽毛球选手林

丹以及明星谢霆锋等人物

……在各行各业的人群中

都有左撇子。因而引得不

少人羡慕这种与生俱来的

基因。

对于左撇子是不是更优

秀、更聪明的问题，科学研究

还是有明确结果：以智商

（IQ）为测试结果的话，左手

和右手并没有差异。人的右

脑控制着左侧身体，左脑控

制着右侧身体。

因此，左撇子相对来说

更多使用右脑。而右脑又被

称为“图像脑”，它更擅长形

象思维以及具有更强的创造

力，这些会在情感、直觉和艺

术等方面发挥作用。

这也解释了许多左撇子

在科学、音乐和绘画等领域

成就多的现象。

另外，有网友透露，曾有

不少人试图练就“左手功”。

而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左

右手均无异，强迫自己或者

下一代更改惯用手，也不会

获得更多的优势，另外可能

因为这种改变而造成其他负

面影响。

对此，网友们表示：与其

说左撇子更聪明，不如说他

们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优

势。因此，要因势利导，发挥

自身特长，努力拼搏，同样能

获得成就。

（文豪）

网络热点一 周

“七天六次登上‘学习强国’，太厉害了！”“哇，在‘学习强国’里

看到咱们石狮了，好开心。”“为石狮自豪。”……连日来，关于“石狮

元素七天六次登上‘学习强国’！”的消息频频受到广大市民网友赞

许。

“这是每天都要学习的‘必修课’。之前一直学习‘他经验’，现

在看到了‘石狮经验’，我感到格外开心。”8月以来，“学习强国”平台

上不断出现“石狮元素”，从8月1日至8月7日共有六条反映石狮生

态环境、人才工作、传统文化、先进人物等题材的内容登上“学习强

国”，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网友倍感亲切。 （文豪/整理）

关键词：石狮元素

关键词：幸福之城

祥芝海面，橘红色的夕阳把海天染成了同色；梅林渔港，一条云

带竖起，夕阳先给它镶了金边，又躲在它身后落下地平线；古浮湾的

落日景象一贯绚烂。太阳沉下的天边，是薄薄的海岸线……8月12

日，本报公众微信号将镜头转到“晚霞映衬下的石狮，这些地方美得

让人心醉！”该图文令广大市民网友心醉。

祥芝、梅林、蚶江与石湖港等，数个石狮最好的夕阳观赏点令市

民网友大饱眼福。绚丽的石狮晚霞与天空交相辉映，造就出变幻无

穷的美丽。而这，也与近年来，石狮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

城市靓丽景观，从而形成的宜居、宜业、宜游格局分不开。

关键词：石狮晚霞

国际左撇子日 网友“聪明大比拼”

“石狮，幸福之城！”“幸福，实至名归。”“城市越来越美，各种各

样的健身设施越来越完善。”“在外打拼多年，还是回来咱们石狮生

活，住得放心、住得舒心。”……近日，石狮日报公众微信号一条“中

国哪个城市最具幸福感？石狮入围候选城市！来说说你的幸福~”

消息获广大市民网友转载，转载同时，市民网友也纷纷发出了自己

的心声。

有网友表示：所谓幸福，便是身处城市，领悟生活的真谛。购

物、休闲、娱乐、美食都是幸福的代名词，具有幸福特质的城市，将内

涵与繁华糅合进人们的生活中。事实上，近几年，石狮市综合实力

稳步提升、发展质量显著提高、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生态环境有效改善、群众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事业全面发

展，为建设幸福城市奠定了坚实基础。“幸福之城”不只是一张“成绩

单”，更是老百姓的口碑。

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

梅岭镇立新村的高银水，在

过去的48年里，每天行走山

路十几公里为村民们送医

送药。近半个世纪她相当

于“绕”了地球四圈。

立新村共有9个自然

村，全村1500多人。哪位村

民有什么病，在高银水心里

都有一本“账”，村民们有个

头痛脑热，只要一声招呼，

高银水就会在第一时间赶

到。

大山里的每一条路都

留下她的一个个脚印，它们

似乎书写着曾经毫无医学

基础的她，为了尽快掌握医

学知识和技能，付出过许多

努力的日日夜夜。

在成为乡村医生之前

高银水是一名乡村教师。

1970年年底，高银水的

母亲突发急病，幸运的是，得

到当地一位村医的及时救助

才保住了性命。高银水于是

放弃从事民办教师的机会，

开始走上乡村医生的道路。

如今69岁的她，仍会坚

持为村里的老人孩子们做

基础检查普及健康常识。

谈及未来，高银水说，她最

大的愿望是希望能有更多

乐于奉献的人，来这里当医

生给山里的乡亲们看病。

她的事迹令网友们动容。

（新华）

半个世纪 她的足迹“绕”了地球四圈

近几天晚上，宝盖镇后

垵村比以往热闹许多，不仅

本村村民吃完晚饭便早早

地出了家门，不少外村人也

纷纷往这个村落赶。原来，

这个村落正在举办一场高

规格的篮球邀请赛。“篮球

盛宴”，大家自然都不肯错

过。

据悉，后垵村这场企业

篮球公开邀请赛由石狮市

体育总会、石狮市篮球协会

指导，村委会、村老年协会

共同主办，共邀请了永星训

练营、卡威鹭服饰、威龙世

家篮球馆、起点辅料、高乐

体育、三乐泳装等6支球队

参赛。球赛从8月10日晚

开始，将持续至8月15日，

其中13日停赛。每天晚

上，后垵村灯光球场的观众

席上都座无虚席，每场球赛

都吸引了上千名观众。之

所以如此火爆，是因为球赛

充满了对抗性与观赏性，除

了本土的篮球明星参赛，每

支球队都请来了实力外援。

后垵村为何会在这个

时候举办这场高规格的球

赛？这与两个“日子”有

关。一个是8月8日全民健

身日，另一个是闽南

民间的普渡月。在

闽南，农历七月被称

为普渡月。以往，普渡月

里，民间常见封建迷信与大

操大办陋习。为此，后垵村

委会、老年协会举办了这场

篮球邀请赛，既为了倡导全

民健身，也为了倡导文明新

风，让村民摒弃陋习，以健

康、文明的方式过普渡月。

家门口就能享受“篮球

盛宴”，村民们都开心不

已。“球赛非常精彩，看得很

过瘾。”村民吴大伯说，他每

晚都到场观看球赛。

（记者 林智杰）

谁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家住湖滨街道湖边社区的古

稀老人蔡木标就是一位孝老

爱亲的典范。在数十年如一

日的生活中，他不离不弃、细

心照料百岁瘫痪母亲，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人世间最

朴实的孝道。他的故事成了

社区里的佳话美谈。

近日，记者为寻踪美谈来

到了位于玉兰小区4号楼的

蔡木标家中。初见蔡木标时，

他正穿梭于各个房间，忙活着

照料母亲的饮食起居。记者

注意到，为了帮助瘫痪母亲如

厕，74岁的蔡木标先是轻扶

母亲坐稳床边，随后抬起母亲

的双臂，双手穿过母亲腋下，

将其稳稳抱起后，让母亲舒服

地靠在他的肩膀上，而后将其

抱去卫生间。仿若照顾幼子

般的贴心细节，足以见其照顾

母亲时的用心。

“母亲身体状况素来不

好。”据蔡木标介绍，他曾是福

州铁路局的一名工作人员，46

岁时离开工作单位后，在私人

单位谋了一份“看门”的差事，

同时在家中陪伴母亲。由于

其妻子和三个兄弟均在早年

间过世，63岁时，他便辞去了

工作，此后便在家中专心照顾

母亲。

蔡木标的母亲吴坤，今年

105岁，是湖边社区仅有的两

名百岁老人中的一位。蔡木

标告诉记者，“母亲是一个闲

不住的人，88岁的时候中风，

经过自己努力锻炼后康复。

但是，随着年纪增大，母亲生

活逐渐无法自理，且不会认

人。”

这些年，为了照顾瘫痪母

亲，蔡木标从一个“糙汉子”变

成了母亲的“贴身保姆”，热爱

运动的他每日给自己的时间

只有两个半小时，“早上5点

起床，6点到7点打篮球，7点

到8点半打乒乓球。”随后，便

要赶回家中照看母亲。在时

间上，他对自己十分吝啬，把

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陪伴母

亲，在金钱上，他也同样如此。

“一瓶9元的酒，我分6天

喝，一天只要1.5元；从菜市场

花2.5元买到的一大块猪皮，

我可以煮很多顿……”在与蔡

木标的谈话中，记者发现，老

人家对自己的日常花销精打

细算，但对母亲却丝毫不吝

啬。当谈起对母亲的照顾，老

人家瞬间打开了话闸子。“我

妈已经一百多岁了，不能吃

鱼，我担心她营养摄入不够，

就尽量从其他方面给她补充

营养。”据了解，蔡木标为母亲

设置了非常详细的饮食计划，

每日三餐分别于清晨5点、下

午3点30分和晚上9点进行，

“燕麦片、花生末、牛奶、酸奶、

加营素、鸡蛋……这些东西必

不可少。”

同记者一起前往的社区

工作人员听到蔡木标的介

绍，也忍不住夸赞了起来：“阿

标真的太细心了，就连女人也

很难做到这样。”蔡木标照顾

高龄母亲的事迹早就已经在

社区里流传开了，邻里们都

说：“像这样的孝子值得宣传

一下……”

二十年如一日，蔡木标始

终用孝心守护着生病的老母

亲，以顽强的毅力坦然面对生

活，全身心守在母亲身边，精

心呵护，照顾母亲的日常饮食

起居。不管多累，他都始终以

“照顾父母是子女义不容辞的

责任”为准则照顾着自己的母

亲。因为他相信，在这个世

界，父母在，家就在。

（记者 陈嫣兰 黄翠林）

宝盖镇宝源社区的孩子们这个暑

假过得特别开心，因为有一群大哥哥、

大姐姐陪着他们读书，玩游戏。在石

狮市民政局、共青团石狮市委、宝盖镇

人民政府指导下，宝源社区党支部、居

委会、老年协会、关工委、石狮市狮城

社工事务所、石狮市少年家青少年社

工服务中心、石狮市青年志愿协会等

联合举办了“快乐暑期 与你同行”青

少年夏令营活动，并组织在石返乡大

学生志愿者们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为社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一起欢快过暑假。

据悉，这一夏令营活动从7月15

日启动，将持续至本月15日。各单位

借助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三社

联动”带来的优势，综合社区资源，这

个夏令营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每天，

大学生志愿者和社工带着孩子们晨

读，并辅导孩子们做作业。同时，还开

设了暑假安全自护教育、影视欣赏、各

类益智游戏、科普室物理探索、课外知

识拓展等一系列活动，提高孩子们的

人际交流能力，开拓了他们的视野。

这一夏令营活动的举办，让辖区青少

年过上一个安全、健康、快乐、富有意

义的暑假，帮助社区居民解决暑期孩

子无人看护的问题；同时，还给在石返

乡大学生志愿者们搭建了一个社会实

践平台。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蔡华容

蔡炜炜）

在永宁镇西偏村文体活动

中心附近，有一栋崭新的建筑，

一层挑高设计，外部贴砖，室内

灯光明亮。乍一看像是个小型

商场，其实不然，大门正上方贴

着几个金色大字“西偏村综合市

场”。

“我们村的菜市场干净又整

洁，比之前的好太多了，这才是

真正的民生工程。“8月12日上

午8点半，西偏村民龚阿姨到村

里的综合市场买菜，她对村里这

个新菜市场感到很满意，觉得每

天在这里买菜心情都好了不少。

记者了解到，西偏村综合市

场占地600多平方米，共一层，投

资160多万元。“村里之前的菜市

场是2007年建的，年久失修环境

较差，村民和商贩多次向村委会

反映希望能改善菜市场的环境，

为此，西偏村借助‘美丽乡村’建

设契机，决定新建一个菜市场。”

西偏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龚英

雄告诉记者，综合市场里有大约

40个摊位，不仅本村村民在这里

卖菜买菜，还有隔壁村的村民、外

来务工人员自己种菜来这里贩

售，也有许多周边村民到菜市场

里买菜，每天早上都十分热闹。

“菜市场是村委会直接管

理，所以对卫生环境抓得比较

好。”龚英雄说，每天有环卫工人

负责综合市场内及周边的卫生，

商贩们也会在每天收摊之前整理

好自己摊前摊后的卫生，保持菜

市场的整洁。村委会还会定期召

集商贩召开会议，强调食品安全、

环境卫生、诚实守信等问题，不断

提升综合市场的服务质量。

“小小菜篮子，悠悠百姓

心”，一个内外干净整洁、经营有

序，看着舒心、买得放心的综合

市场，会持续提升“美丽乡村”的

幸福指数。 （记者 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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