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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市场
亟待规范

2019年，为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推进农村生态宜居建设，助推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我市选择了前埔、

后杆柄、郭坑、新沙堤、洪厝、厝仔、

石渔、祥渔、古浮、后湖等10个村为

生态宜居重点村，重点开展“十个

一”项目建设。目前，10个村的“十

个一”项目已建设完成。（详见4月
25日《石狮日报》一版）

从政策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
从潜力上，广袤的农村大地具有无
限发展的可能性；从情感上，“往上

数几代，我们的根都在农村”，农村
是很多人的故乡载体。仅从上面三
方面来说，乡村振兴具备了天时、地
利、人和的优势，发展农业农村，造
福农民百姓，未来可期。

以石狮开展生态宜居重点村
“十个一”项目建设为例，我们看到
了可喜的趋势。在这一波项目建设
中，并非按传统的套路在农村周边
搞建设，吸引农民进城务工改善生
活水平，而是将项目就地在农村建
设，就近造福农民。笔者认为，这一
思路值得提倡和推广，只有依附于

农村土地，以当地农民的福祉为出
发点，才能赢得农民的信赖和支持。

除了在农村提高基础设施建设
外，还大量引进农村产业支撑，这是
另一大亮点。相比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产业支撑给予了农村发展更多
可持续性的力量。这并不难理解，
基础设施相对固定，而产业支撑却
更具活力，并且还将延伸出更多的
可能性。

顺着上面的思路，笔者认为，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除了投入大量
资金和引入项目外，创造条件让更多

的人才愿意、乐意前往农村发展也是
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当前的竞
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只有创
造条件让更多的人才，尤其是青年人
才前往农村发展农业，才能为乡村振
兴提供更多新鲜的血液。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基础硬件
设施建设只是乡村振兴的标配，想
要农村高层次发展应当因地制宜，
根据每个农村的不同特点、不同风
格，在保留农村特色的基础上，多开
拓思路，多想些点子，实现农村发展
一村一特色、一村一风貌。（杨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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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上线“云端”
凸显人文关怀

为更好地发挥公厕的服务作

用，解决公厕不好找的问题，我市

积极组织各镇（街道）及市直有关

单位配合相关科技公司采集公厕

信息，今后石狮辖区内现有全部

公厕将上线高德地图、百度地图，

市民手指动动就能找到最近的公

厕。（详见4月23日《石狮日报》
一版）

如厕难，并不在于厕所少，而
是厕所不好找。近年来，“厕所
革命”的推进与落实，石狮将实
现市区和沿海各镇镇区每万人
有3—4座公厕。建了公厕，找不
着在哪，问题仍存。如今，将公
厕上线高德地图、百度地图，更
是提升人文关怀的举措。

而这，也是石狮稳步推进
“厕所革命”的缩影。早在2003
年，原建设部就曾发布《城市环境
卫生设施规划规范》，对城市公厕
设置间距和数量有明确规定，即
居住用地设置间距500—800米
等。近年，石狮也印发出台《石狮
市进一步推进“厕所革命”行动实
施方案》，着力改变城乡公厕数量
不足、品质不高、管理薄弱的局
面，补齐民生短板，不断提升我市
厕所建设管理水平。

现在，手机高德地图、百度
地图已是市民日常出行必备工
具，倘若定位系统能够精准确定
公厕所在位置，无疑是精准解决
找厕所难题、提升市民居住体验
的又一大利器。

（高荣芳）

城市智慧交通系统建设是利民之举

4月21日下午，石狮市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指挥

部来了一位客人，手持一面印有

“尽心尽职 为民服务”的锦旗，连

声道谢。（详见4月22日《石狮日
报》一版）

原本怀有担忧的吴先生，抵石
经核酸检测合格后，辖区工作人员
很快为他送上允许复工出行的证
明，期间还为其进行舒心的监督性
健康管理，“一点都没有耽误，办事
效率太高了”。正如这位自湖北返
石的吴先生所说，送来这一面锦旗，

不仅是他的心意，也代表了返石、来
石湖北同胞的共同心声。

照理说，在湖北先后迎来离汉
离鄂通道管控解除、武汉重症病例
清零、湖北全部76个市县低风险
等级保持稳定等一系列好消息
后，湖北劳动者的返岗之路应该
越走越通畅才对。然而，一些地
方仍出现有色看待鄂籍员工、甚
至谈“鄂”色变的情况。诚然，大
家都害怕疫情，但疫区的人们比
很多人都焦虑不安，也更需要理
解支持；的确，当前的疫情防控还

远未到歇歇脚、松口气的时候，但
疫情防控，防的是病毒本身、控的
是传播途径，而不是给具体一个
省市的群众贴标签。

一方面，湖北、武汉对全国、全
球疫情防控作出的牺牲奉献有目
共睹，对于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
民，各地在做好防疫的基础上，更
应给予敬意和关怀，而不是无端排
斥、让其心寒；另一方面，说到底，
武汉的“解封”，也是经过科学严谨
判断后作出的慎重决定，加之如今
湖北健康绿码也同全国许多省份、

城市互通互认，对于持有绿码的湖
北籍劳动者，各地理应更没有拒绝
的理由。

基于此，石狮对鄂籍来石、或
自鄂返石人员的举措，确实值得给
予点赞。海洋文化的洗礼，塑造了
石狮如大海一般广纳、包容的城市
品格。这座城市里，外来流动人口
总数甚至高于本地常住人口，包括
湖北劳动者在内的广大外来人员，
为石狮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社
会进步，作出了不可轻忽的贡献。
比如这位吴先生，已在石狮服装企

业工作了20年之久，将心比心，笔
者也愿意相信其对第二故乡之情
不会少于湖北老家。而这次疫情，
则让他再度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温
暖。

眼下，各地都在精准有序加快
复工复产，人无疑是最重要的要
素。笔者同样相信，在做好科学防
疫的基础上，来自“英雄城市”的人
民，也会成为各地从疫情中奋起、
逆袭的重要力量。当此之时，不妨
多一份友好和善意，张开双手去迎
接他们。 （康清辉）

纵使请的保姆到家里已经工

作近三年，但还是趁雇主不在家

卷走近20万元财物……市民李

某便碰到了这样的事，后经石狮

法院判决，还以公道。（详见3月
29日《石狮日报》二版）

查阅网站，关于“保姆乱象”
的相关报道不在少数，大多数图
财，也有“害命”的。有关人士指
出，除了雇主要增强防范意识外，
还需要有关部门从家政服务市场
方面予以规范。

近些年，随着二孩政策放
开、老龄化速度加快以及家庭结
构的变化，在人们工作节奏加快
的同时，生活观念也在转变，越
来越多的家庭妇女希望走出家
庭、走向社会，把自己从琐碎的
家务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
用于工作和社交。对此，“找个
保姆”成为不少家庭的共识。公
众对保姆的需求越来越高，也造
成保姆市场的火热，进而形成保
姆市场乱象，好坏全凭感觉，缺
乏行业评价标准。从上述报道
中“洪某受雇于李某，在其家做
保姆”细节也能看到，从业人员
没有经过审查、保姆没有相应资
质以及行业缺乏监管机制等问
题仍然存在。

当前，保姆市场是一个朝阳
行业。对此，笔者建议，除雇主
本人加强自我防范外，还应建
立规范、有序、良性发展的家政
市场服务体系，为需求方提供
有保障、有素质的家政服务人
员。另外，在加大对家政公司
的管理力度、加强培训，提升保
姆等从业者素质的同时，也需
要加快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引
导和规范家政服务市场发展。

（文豪）

本周公微推送
阅读前十榜单
（截至4月26日17时）

1.快讯！石狮初三年级7900多名学
生复学！
发布时间：4月21日 阅读人数：11137
2.@福建家长，5月6日起，各类学校
分批复学！
发布时间：4月26日 阅读人数：10539
3.抢鲜看！体育公园新貌来了！一波
现场实拍图……
发布时间：4月21日 阅读人数：10293
4.@福建人：这些海域有赤潮灾害，这
种海鲜近期少吃！
发布时间：4月22日 阅读人数：8605
5.定了！福建外籍新冠肺炎患者医疗
费这样付！
发布时间：4月25日 阅读人数：7275
6.今年夏天，许你一个迷人红塔湾！
海岸公园已完成九成工程量
发布时间：4月25日 阅读人数：6363
7.国务院确定！这些企业免3个月房
租
发布时间：4月22日 阅读人数：5766
8.单人就坐、分班授课、吃得放心……
石狮高三复学实景图
发布时间：4月21日 阅读人数：5443
9.石狮赏花“地图”来啦！大好春色尽
在眼前……
发布时间：4月22日 阅读人数：5417
10.14人感染，156人隔离！又一地发
生医院聚集性病例！
发布时间：4月25日 阅读人数：4802

一周热点聚焦①：
“神兽”归笼，望眼欲穿

5月6日起安排中职院校、高职

院校、本科高校、研究生毕业年级和

其他有重要科研任务的学生按错峰

错时原则复学，以及安排毕业实习

（顶岗实习）；5月11日起安排中小学

其他年级（含特殊教育学校，除小学

一二年级和幼儿园外）全面复学；5月

20日起中职学校、高职院校、本科高

校和研究生非毕业年级按错峰错时

原则复学，实行分批错时返校；小学

一二年级、幼儿园复学时间另行研究

确定。（详见4月26日《石狮日报》公
微）

昨日下午，福建省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第二十一场新闻发布
会的这条消息，火遍了朋友圈。除此
前已开学的高三、初三年级外，中小
学其他年级开学时间终于准信了。
虽然具体由各地各校根据复学准备
和评估情况在上述时间节点之后确
定复学时间，但“5月11日起”这个时
间节点，已十分具体。“五一”节后，
“神兽”即将归笼。当然，小学一二年
级、幼儿园，看来还得再等一等。

一周热点聚焦②：
峡谷旅游路，不光有颜值
作为峡谷旅游景观带的新亮点，

体育公园项目建设收尾已基本到位。

和其他体育场地不同的是，无论是俯

瞰还是信步其间，置身体育公园内，还

是一种美的享受。届时，市民游客到

此不仅可以进行多种球类运动、健身

休闲，还能在呼吸郊外新鲜空气的同

时欣赏公园美景，可谓一举两得。（详
见4月21日《石狮日报》公微）

去过峡谷旅游路的人都知道，除
了向“串联山海城”的区域定位，其带
给人们更多的是山水之间美的享受、
绿色的福利。而随着体育公园的即
将投用，峡谷旅游路不光有颜值，还
将带来更多内涵。篮球场、门球场、
乒乓球场、11人制足球场以及带雨棚
的健身器械，真是健身的好去处。

一周热点聚焦③：
承租国有房屋免租三个月
为减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房租负担，4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确定，推动对承租国有房屋的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

上半年3个月租金。国有企业尤其是

央企和高校、研究院所等企事业单位

要带头。（详见4月22日《石狮日报》
公微）

这是一个好政策！对于纾解疫
情之下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的经营成本，极具积极意义。三个
月房租，对于承租方来讲，不是一笔
小数目，甚至关系到一些市场主体的
生死。当然，善政尚须善为，政策有
待落地。国有房屋的主体，应当主动
作为，将这项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对此，也应有督查落实。

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

九三学社、民建、农工党、民进、民

革等民主党派均对我市交通管理

有所关注，在提案中提出了多项

解决措施，包括“整合十字路口交

通指示灯，提高车辆畅通度”“更

新换代，启用智能交通控制系统”

“优化石狮红绿灯设置”“增设闯

红灯曝光屏”等。（详见4月23日
《石狮日报》二版）

政协委员提案中涉及的建
议，归结起来，就是建设完善城市

智慧交通系统。虽然，这需要一
定的建设资金，但这是长久解决
交通拥堵现象的治本之策，也是
方便群众的利民之举。

智慧交通系统又称智能运输
系统，是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信息
技术、计算机技术、数据通信技
术、传感器技术、电子控制技术、
人工智能等）有效地综合运用于
交通运输、服务控制和车辆制造，
加强车辆、道路、使用者三者之间
的联系，从而形成一种保障安全、

提高效率、改善环境、节约能源的
综合运输系统。随着5G技术的
运用，智慧交通系统在区域、城市
甚至更大的时空范围具备感知、
互联、分析、预测、控制等能力，能
够充分保障交通安全、发挥交通
基础设施效能、提升交通系统运
行效率和管理水平，为通畅的公
众出行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服
务。

据《石狮日报》报道，根据石
狮市大数据管理局今年年初制定

的《石狮市推进5G建设工作方
案》，我市预计至2020年年底，在
全市重点区域及主要场所建设
5G基站累计1000个。目前，各运
营商已完成5批次的5G项目立
项，计划6月底完成400个左右的
5G站点建设开通，实现石狮中心
城区网络覆盖。

建设城市智慧交通系统这样
的利民之举，必然会获得广大群
众的支持，这也是现代化城市建
设的应有举措。 （柳月亭）

本周
观察

科学防疫是可以有温度的

近日，在永宁镇后杆柄村，一栋

红砖古厝正在改造施工，这座古厝

及周边将成为村落的一道新景观。

今年，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后杆柄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规划了

12处微景观。（详见4月22日《石狮
日报》四版）

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至
关重要的一环。当前，全国各地

美丽乡村正不断探索建设，农村
的风貌、环境、产业已有了明显的
改善。

但是，有的地方却认为美丽乡
村的建设是将外地的经验模式照搬
照抄到本地，这样的误解让建设脱
离了实际，没有了本地特色。此次，
永宁镇后杆柄村在建设景观的同时
融合了乡愁等人文元素，重现早期

闽南乡村的生活场景，唤起浓浓乡
愁，不失为一次对文化的传承延续
的做法。众所周知，后杆柄村是著
名的侨村，为了凸显该村的文化积
淀，唤起海外游子的乡愁，此次村里
特意选择了这栋废弃红砖厝进行改
造，且将在这里放置谷物脚踩制作
工具、石磨、休闲石头椅等，让群众
和游客感受闽南风情，回忆起家乡

的点点滴滴。
笔者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因地

制宜，顺势而为，不仅能够充分挖掘
村庄内涵和文化，还结合当地特色，
形成了良好的宜居生态环境。值得
称赞的是，此次后杆柄村的微景观
建设也是激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
减少资源浪费的一种做法，可谓一
举两得。 （陈嫣兰）

又闻行道树
被“剃光头”，这回
是两棵台湾栾树。
从新闻图片上看，与
枝叶一块被“剃”下的
还有不少蒴花。遗憾
的是，今年秋季，我们见
不到这两棵树灯笼形状
的果实了。
关于类似现象，从本

地新闻曝光量来看，2014
年的时候最多：2014年6月
11日，子芳路某酒店门前的
一棵大叶榕树冠和树桠被
砍；同年8月23日，子芳路某
电器城门前的大叶榕被人为
“断了臂”；同年9月15日，茂
林南路一棵行道树也被砍去
枝干……这些年，类似的现
象似乎少了，但并未完全杜
绝。

行道树到底“惹了谁”？
从功能上讲，行道树的种植，
一是美化环境，二是为行人
遮阴，三是降尘降噪。益处
这么多，应当是颇受欢迎的
才对，可是总有人“不喜
欢”。从媒体曝光及相关
部门的调查情况看，多与
沿街商家有关，主要是树
冠挡住了店招，也有个
别情况是影响停车。于
是，一把把砍刀、一把
把锯子伸向了行道树
……即使事后查实，
当事人被罚了款，也
换不回来那一片绿
阴。

行道树与沿街商家的
“恩怨”素来有之。“百度”一
下，全国各地都有，甚至有
政协委员、法律界人士加入
讨论。从行道树管理方的
角度来讲，市政部门在公共
场所种植行道树是有章可
循、有法可依的，并且这本
身就是美化环境、利国利民
的好事，商家理应支持他们
的工作。而从具体的沿街
商家利益来讲，某一两棵行
道树的生长，确实可能对商
家带来不利影响，如树冠茂
盛挡住店招或广告牌。一
种观点是，没有必要把行道
树与沿街商家对立起来，可
能发生的矛盾并非不可调
和。

毫无疑问，公共场所种
植行道树是公共利益，可能
给部分商家的经营带来一
些不便，但这仅是局部利
益，商家理应服从整体利
益。对于行道树给商家带
来的不利影响，双方可本着
相互理解的态度协商解决，
尽可能顾及到各方面的利
益，比如适度修剪、更换品
种或者左右迁移。相关新
闻当中，市政部门也表示，
如果因行道树太过茂密需
要修剪，可以向市政公用事
业处反映，由专业人员进行
修剪。

春去夏又来，请善待每
一棵行道树。

（吾提）

4月22日下午，双拥路一家汽车工作室门前的绿化树（台湾栾树）

被削去树冠，一地枝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石狮市政公用事业处

巡查人员发现后立即报警，湖滨派出所民警到场后将该汽车工作室

相关人员传唤调查。

（详见4月23日《石狮日报》六版）

生态宜居重点村期待更多特色

因地制宜营造乡村特色微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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