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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乍起时，天有些冷了，窗外的景

色有些单调，几片枯叶在空中无力地打

着旋，寂寞地画上弧线，向这个世界做最

后的道别。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秋天

这么快来了吗？不知不觉间，祖父已经

离开一年了……

思绪飞到了去年此时，班主任把我

叫到教室外面，看到她的表情异常凝重，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难道我做错了什

么事情？心里这样想着，不由自主深呼

一口气。可是，老师接下来的话却比我

做了错事被批评更难过，我的心情犹如

一块石头被抛入万丈深渊。

老师声音低沉：“刚才你妈妈打来电

话，说你祖父走了。把东西收拾一下，等

一下你妈妈会接你回去……”老师似乎

还想说些什么，但最后她没有再说，只是

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叹了口气。

听到这番话，我怔住了，一股酸酸的

感觉充斥了我的鼻腔，泪腺如同开了闸，

泪水似奔腾的河流，不由自主地喷涌出

来。老师从口袋里掏出纸巾，轻轻擦去

我夺眶而出的泪水：“回去吧……”我点

点头，强忍住内心的悲痛，低着头默默地

走进教室收拾东西去了。

一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祖父的

音容笑貌，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事情发

生太突然，让我一点心里准备都没有。我

从小是祖父一手带大的，爸爸妈妈是医

生，工作异常繁忙，我的衣食住行基本上

都是祖父一手包办。记忆中，祖父陪着我

度过最美好的童年时光，我成长中的点点

滴滴都离不开他的陪伴，他怎么连招呼都

不打，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呢？

回到家，站在祖父的床前，一切都仿

佛定格在那里。我不愿意相信这一切，

任凭我怎样呼喊，他都再也听不到我的

声音了……一想到这些，我的眼泪情不

自禁地下来了。

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我再也看不

到那个和蔼可亲的祖父了。自此以后，我

必须得学会成长，学会面对成长路上每个

人不得不面对的离别、挫折，我要变得比

以前更加坚强了，让祖父不再为我操心。

人生易老，岁月易逝。每当秋风乍

起，我不免更加想念您……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四年6班

张贻虎 指导老师：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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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不遇礁石不会溅起美丽的浪

花，沙子不经历岁月不会变成闪亮的珍

珠，人不遇严寒不会知道太阳的温暖。

我经历了一件小小的事情，竟感

觉自己长大了：那是快上一年级的时

候，爸爸神神秘秘地对我说：“你都要

上一年级了，是否该考虑一下自己睡

了呢？”“啊！”这句话似一道闪电在我

跟前划过，使我手足无措。那天晚

上，爸爸便与妈妈开始行动了。我正

在客厅看电视，听到爸妈好像在弄什

么东西。“咚”“啪”“当当”我转头一看,

他们正在往我的“彩色牢房”里放东

西，爸爸转过头来笑着说：“今晚，你

就睡这了。”

在爸妈的催促下，我无奈地上了

床，穿上睡衣，钻进被窝，一下子就睡

着了，进入了恶梦。在梦里我在一个

古堡中迷路了，于是我顺着楼梯向下

走，来到了一片墓地。我仔细一看,一

只手从地下伸了出来，爬出了一个全

身腐烂的人，接着又陆续爬出了好几

个，我吓了一跳，连忙往上跑……没

过多久我被吓醒了。我转头往右看

挂在空调下的风铃“叮铃叮铃”地响，

于是我拿着电子钟一看：12点15分

多，正是午夜！这使我想到了《午夜

凶铃》，我赶紧看着放在桌子上的小

熊玩偶，心情好了许多，但我又想到

了《玩具熊午夜后宫》中的玩具熊

……想着想着我便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我居然挺

过了昨天晚上，我想：我长大了！我

长大了！快乐、痛苦、幸福与辛劳共

同构成了我成长的画卷。我已告别

了幼稚的童年，长大了！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五年4

班 谢君杰 指导老师：吴宝华）

有一次，学校举办了数学的锦标

赛，我犹豫不决。但是令我惊讶的

是，母亲却寄予了我极大的信心，对

我说：“孩子，相信你自己，不论最终

成功还是失败，妈妈依旧会支持你。”

我被妈妈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并下

定决心，一定要给这个望子成龙的母

亲一个大大的惊喜。

于是，从那一天起，我每一天抽

空练习计算，把不会的题目重新练

过，把计算速度提上去……花了这么

多心血 ,就是为了考一个好成绩。

正当我以为自己准备得很充足时，可

是，成绩却让我懊悔不已……

那天，我满怀信心地进入考场。

我心想：这次考试对我来说就是小菜

一碟。结果一拿到试卷，看到的却与

我想象的迥然不同，我竟没有几题看

得懂！我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啊！

妈妈肯定会骂我的，我还答应她会考

好的，她肯定会揍我的……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妈妈看

我这愁眉苦脸的，关切地问：“怎么

了，宝贝？”我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

了妈妈，做好了被打的准备，并闭上

了眼睛。可是，妈妈的手却是落在了

我的肩上，面带微笑地对我说：“没事

的，只要你努力了，勇敢地面对考试，

这就是最棒的！”“啊？可是我没有考

好啊。”“一次的考试并不能说明你的

实力只有这样，只要你在过程中付出

努力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妈

妈的这番话点燃了我的意志，让我勇

敢地重新面对生活。

母爱，是世界上最纯洁的爱，母

亲就是纯洁与善良的存在。它犹如

一盏灯，点燃了就永远不会熄灭！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六年8

班 施鑫磊 指导老师：郑丽云） 在这次疫情面前，大家才真正意识到身体健

康是最重要的。面对这次疫情，全国人民都义无

反顾地加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大到省

市，小到村镇，每个高速路口，每个村庄，每个小

区，都有执勤人员，做好宣传，做好防控等工作。

当然，为了打赢这场战，最辛苦的要属于战

斗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国家出台“一省包一

市”的政策，很多医护人员放下自己的小家，放下

自己的恐惧奔向湖北各地，他们不为名不为利，

为的只是心中那救死扶伤的信念，大家亲切地称

他们为最美“逆行者”。除了他们，还有交警、公

安、外卖小哥等坚持在一线的人们，让大家在寒

冬中感受到丝丝温暖，更有许多人捐钱捐物，为

湖北、为中国贡献一份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次疫情期间，亲历了家乡一系列的防控，

亲历了街道从车水马龙到空无一人，亲历了彻夜

响个不停的救护车呼啸而过，亲历了许多曾经想

都没有想过的点点滴滴；幸运的是我们一大家子

都安然无恙，一个都不少。在这场疫情中，我也

深刻感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保卫国家，人

人有责”。作为一名学生，我们虽不能像白衣天

使那样去为湖北出力，但我们也能用自己的行动

为国家出力：没事不出门，出门就一定要戴好口

罩，回家后先洗手再脱衣，消灭细菌繁殖的温床；

拒绝野味，让动物们在森林里快乐的生活，不让

它们成为我们餐桌上的饕餮大餐，不让大自然的

报复从我们开始。

面对如此可怕的病毒，只有我们同心协力，

众志成城，力往一处使，才能让病毒无处可逃。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五年6班 汪晓宇

指导老师：胡晶晶）

纯洁的爱

生活中没有朋友，就像生活

中没有太阳一样。这个寒假我看

了《希望收购中心》这本书。书中

讲了乐天派为了梦寐以求的玩具

赛车300元，卖出了自己的三个希

望“学习进步”“身体健康”“成为

科学家”。他为自己的聪明偷偷

乐翻了天，更是鼓励全班同学出

卖“上进心，乐观，友情”等等。可

是好景不长，过不了几天，班上发

生了许多蹊跷的事。他自己却不

知道他卖了学习进步的希望，成

绩开始一落千丈；他卖了身体健

康的希望，不时就会感冒；他卖了

能成为科学家的希望，原本爱思

考的他，现在却不喜欢动脑筋了

……

看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健康

对我们的重要性。就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让全国人民更重视健康。

春节期间，本该走家串户的拜年，

今年大家响应了国家的号召，乖乖

在家里电话拜年、微信拜年……虽

然这个春节没有往年的热闹，但有

健康才有一切，希望大家一起做到。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三年7

班 蔡静怡 指导老师：林雅芳）

《希望收购中心》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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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乍起时……

本报讯 3月25日上午，锦尚镇

联合应急管理局、在深埕村实施危

房及老旧房拆除行动，这也是深埕

村响应房屋安全“百日整治大行动”

后，拆除的第一栋危旧房屋。

记者在拆除现场看到，整栋古

屋破败严重，屋面塌落，残垣断壁，

已无原地修复价值，更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村里组织钩机对房屋进行

整体拆除。在此之前，深埕村驻村

干部结合工作实际，以村“两委”名

义制定深埕村危房及老旧房整治方

案，并向锦尚镇党委、政府提出建议

报告，对全村所有23栋旧房及老旧

房提出“一房一策”整治方案。其

中，对危房拆除或翻建，古大厝、古

洋楼保护修缮并作为物质文化遗产

“石花膏”展示交流基地等均有提

及，为确保行动顺利进行，村干部

及老年协会等认真向户主进行思

想动员，并取得了户主的首肯。户

主告诉记者，原本房屋破旧就打算

拆除了，但因有所顾虑，迟迟没有

动手，此次村委会协调进行拆除行

动，也算是替他们办实事，既省心

省力省钱，又能保留宅基地，可谓

是一举多得。

记者了解到，深埕村将以拆除

首栋危旧房行动为契机，总结经验，

将辖区所有危房及老旧房按照“一

房一策”方案开展整治行动，让村民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取得村民的信

任与支持，从而为深埕村争创泉州

市级文明村打下良好基础。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林繁荣）

本报讯 3月25日，宝盖鞋业

工业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很是忙

碌，先是配合规划设计院工作人

员进行路灯工程的现场勘察，接

着与镇城管办一起清理“两违”建

筑。在抓好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

工作的同时，该园区的环境提升

工程亦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改

善园区环境，提升园区承载力，这

是宝盖镇今年产业攻坚的一大重

头戏。

今年，宝盖镇将宝盖鞋业工业

园区、宝盖科技园两个园区的环境

提升工程列为重点工作，旨在通过

完善园区硬件基础，为企业创造更

优的发展空间，为务工人员打造更

优的生产生活环境，以此提升辖区

产业承载力。其中，宝盖鞋业工业

园区的环境提升工程已启动。记

者从该园区管委会获悉，这一园

区环境提升工程将从地下管网清

理疏通、路灯更新、绿化美化、道

路完善等多个维度同步推进。“一

些地下管网出现堵塞问题，相关

机构已进场检测，而后将对存在

问题的管网‘动手术’；路灯更新

工程前期工作也正在抓紧推进，

目前正着手设计工作。”宝盖鞋业

工业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说。与此同时，该镇多个部门也

积极参与，强化联动，多项整治行

动同步实施。当前，该镇正将园

区环境提升与正在开展的“家园

清洁”行动、房屋安全隐患整治、

“两违”整治等行动紧密结合。这

不，连日来，镇城管办与园区管委

会联合，对园区“两违”等乱象进

行清理、整治，在消除隐患的同

时，美化园区环境。

据悉，在加快推进园区硬件环

境的同时，宝盖镇也在积极谋划与

推进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服务模式、

园区业态布局、产业升级等相关措

施，多措并举加快产业发展。

（记者 林智杰）

宝盖提升园区承载力加快产业攻坚

本报讯 连日来，灵秀镇以外防输入为重

点，从宣传引导、排查摸底、人员管理以及环境

卫生四个方面“再加强”，抓牢抓好境外输入人

员疫情防控工作。

在宣传引导方面上，灵秀强化小区日常宣

传，通过悬挂横幅、广播、张贴通告、群发微信

朋友圈等，让小区的业主家喻户晓，自觉守好

“小区门、楼道门、自家门”。接着，在排查摸底

方面上，除依靠上级反馈等途径外，灵秀网格

人员与各小区物业管理联系，通过入户排查、

业主群业主互相监督、电话探访等的方式，对

每栋楼宇的境外返回人员进行全覆盖排查、登

记，实时掌握小区重点人员动态情况。该镇进

一步强化小区公共场所的消杀工作，重点以楼

道地面、垃圾桶等细菌和病毒最容易聚集的地

方，以及电梯、公共活动场所等居民出门接触

最多的部位进行全方位消杀作业。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卢逢亮）

本报讯 3月24日，记者在凤里街道辖区内

看到，各社区都加大对境外输入防控宣传工作，

宣传条幅、宣传海报、告知书等宣传品在社区大

街、小区门口、检测点都随处可见。

据悉，目前该街道将防控境外疫情输入风

险作为重点任务，防控与服务两手抓、摸排与

宣传两推进。各社区以网格为单位，深入摸排

核查居民家庭人员信息，对境外即将返石人员

进行重点跟踪，同时加强信息登记，建立境外

返石台账，对基本情况进行梳理汇总。同时，

凤里加大宣传力度，在各大街小巷、宣传栏、公

园等地张贴海报，广泛宣传科学防控知识，进

一步筑牢境外输入“防控网”。（记者 陈嫣兰）

深埕扎实推进危老旧房整治

3月25日上午，鸿山镇组织对东埔三村、西墩村违章钢结构搭盖
进行集中拆除。此次行动共拆除违章面积600余平方米，有效推进存
量“两违”及卫片的处置力度。据了解，下一步，该镇将根据上级要
求，举一反三，加大“两违”整治力度，确保“两违”安全隐患整改落实
到位。 （记者 张军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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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25日，记者从湖滨街道曾坑

社区获悉，曾坑社区内摸底数、外把关口，三举

措牢牢守住社区疫情防控安全线。

据悉，社区充分利用宣传栏、微信群、小喇

叭广播等方式及时向社区居民宣传相关政策

和隔离措施。同时在小区进出口、居民楼道口

张贴《致曾坑社区居民朋友的告知书》，鼓励社

区居民相互监督，如发现境外人员入石及时向

社区报告登记，做好防疫工作。

社区以“网格”为基础延伸摸排触角，通过

网格员走访、电话询问等方式对辖区12个网

格进行全覆盖摸排，及时了解境外人员情况，

建立信息档案，执行日报告制，确保排查“不漏

一户、不漏一人”。

此外，网格员对近期即将返石的境外人员

进行事先信息登记，了解行程安排，专人、专车

“点对点”交接并转运至集中隔离点，有效避免

转运途中传染风险。

（记者 黄翠林 通讯员 吴佳兵）

筑牢境外输入“防控网”
凤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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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眼下正是胡萝卜上市的

时节，满地胡萝卜本应让泉州台商投

资区秀涂村的菜农们感到欢喜，但突

如其来的疫情让物流、销售渠道受到

影响，胡萝卜一下子滞销了。在这非

常时期，泉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驰援

石狮凤里工作队与后花社区一起，第

一时间联系上了南安爱心企业燕山小

筑文创、福建新源重工公司，为农户搭

建产销桥梁，帮助菜农渡过难关。

3月25日，凤里街道后花社区党支

部的党员们来到秀涂村的乡间地头上，

一到田地里，党员们就卷起袖子埋头苦

干。不一会儿，田里头近3吨的胡萝卜

被收割一空。随后，种植户带领工人把

刚从田里采摘的胡萝卜进行分拣、装

车，准备运送到凤里街道后花社区，对

一线防控人员以及困难户进行慰问。

“真的太感谢政府，还有这些爱心

企业了，这些可都是我们一年的心血

啊！”菜农表示。据了解，2月6日，泉

州下派驰援凤里后花的干部黄海波了

解到该农户情况之后，及时在复工复

产企业群帮忙转发滞销蔬菜信息。信

息发出后，南安燕山小筑文创、福建新

源重工等爱心企业积极助力，买下了

近3吨的滞销果蔬，用于慰问石狮凤

里街道后花社区、泉州南安市丰州镇

的一线抗疫人员以及困难群众。值得

一提的是，这个活动还吸引了泉州市

委组织部机关党总支、中共丰泽区委

统战部支部委员会、丰泽新阶联、泉州

雷霆救援中心党支部等单位的积极参

与，从而形成了多级联动销售，为蔬菜

基地解决了难题。

（记者 陈嫣兰 实习生 施鸿鸿）

泉州下派干部“牵线”后花“搭桥”帮农户渡难关

房屋安全“百日大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