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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石狮最热的莫过于直播卖

货。这个春天，位于宝盖镇坑东村的

石狮市波威兰服饰有限公司也火速

加入到“网红直播”的热潮中。“玩转”

直播的是“50后”老板林德参，而让

他赶上这波热潮的是来自龙穴社区

的“80后”第一书记吴梅君。这个故

事还得从2个多月前说起。

“小吴，你以后得多来帮忙指导

指导。在你的帮助下，我抖音号的粉

丝多了不少。”4月24日下午3时许，

见到吴梅君的到来，老林开心地说。

这一天是吴梅君在龙穴社区任期的

最后一天。忙完社区的工作交接后，

她又跑到隔壁村的波威兰服饰公司，

看看该公司直播进展情况。

去年3月份，按照组织的安排，在

石狮电视台上班的吴梅君到龙穴社

区任第一书记。今年2月份，因疫情

防控需要，她“转任”驻村干部，而后

又被安排驻企服务，指导服务企业疫

情防控与复工复产，波威兰服饰就是

她挂钩的企业。这是一家专注裤业

的企业，以往以代工知名品牌为主，

疫情之下，这家公司积极探索新路

子。

林德参虽已六十出头，但他的圈

子里很多年轻人，所以，他的想法也

很新潮。“去年，我就寻思着要试水直

播，不过一直没有动起来。”老林说。

吴梅君的到来，让他将想法变成了行

动。

驻企期间，小吴天天走进波威兰

服饰，一边帮忙指导企业落实防控措

施，一边帮助企业寻找产品的销售出

路。交流中，小吴得知老林想试水直

播。平常喜欢制作小视频而又对直

播有所了解的她，带着老林“玩”起了

直播，或是帮忙拍视频“吸粉”，或是

给予直播的相关建议，或是帮忙“直

播带货”。就这样，老林的公司很快

搭起了自己的直播间，在石狮各商

家、企业热火朝天地直播时，波威兰

也迅速加入到了这一浪潮中。

虽然驻企任务已于4月3日完

成，但小吴的服务却仍然在延续。20

多天来，一有空，小吴经常通过电话、

微信，或是直接到公司了解波威兰的

直播动态。“她可帮了我们大忙。”老

林对小吴的真诚帮助很是感激，他

说，“希望以后你能经常来走走，多给

我们些指导。”

“驻村一年多来，收获了很多。

能够为社区，为企业出一份力，很开

心。”吴梅君说。 （记者 林智杰）

“80后”驻村干部延伸服务触角
“50后”企业老板试水直播卖货

本报讯 连日来，灵秀镇持

续开展“防疫有我，爱卫同行”

主题活动，进一步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创造干净整洁的人居

生活环境。

据悉，该镇在全镇各村居

全面开展活动，重点对辖区农

贸市场周边、老旧小区周边、背

街小巷、垃圾倾倒点、水沟等场

所进行整治。此外，灵秀镇爱

卫办联合镇环卫所、城管办开

展“家园清洁”行动，清理卫生

死角150余处、杂草杂物87处，

拆除乱搭乱盖32处。

与此同时，该镇积极营造

浓厚的宣传氛围，全镇上下开

展多种形式的宣传，通过村居、

企业、沿街店铺等公共场所电

子显示屏，滚动宣传爱国卫生

月活动宣传标语及新冠肺炎疫

情防范知识，并以墙报宣传专

栏等方式普及宣传春季传染病

防治知识及健康教育常识，再

加上“村村响”日常循环宣传，

不断提高居民的卫生意识和自

身素质，连日来，灵秀共张贴宣

传海报100多张，累计发放宣传

资料1000多份。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阿茵）

本报讯 4月26日，记者从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了解到，中心派出全科医师入驻石狮市第一中

学、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化身“医疗辅导员”协

同校医开展指导工作。

在学校方面，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督促学校

严格实行小班教学、分散住宿、错时按座用餐等全

流程疫情防控措施，同时，做好医务室、健康管理室

储药、消毒、登记等工作指导和校医培训，并对学校

食堂的员工体温检测、分餐环节、配餐流程、就餐防

疫等措施开展密切监督指导。此外，针对学校后勤

团队，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时开展个人防护培

训和卫生消毒指导，确保学校相关岗位人员掌握卫

生消毒规范，为校园生活提供专业防疫保障。

在师生方面，记者了解到，除了实行“日报告”

制度，每日掌握教职工和学生的健康情况外，湖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重点加强师生健康教育，通过

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培训课程以及在校园

内推行爱国卫生运动，尽最大力度普及防控知识，

培养师生良好卫生习惯，全力配合打造校园安全就

学环境。 （记者 黄翠林 通讯员 吴莎莎）
本报讯 走在凤里辖区的大

街小巷，居民们会发现家门口多

了不少智能充电桩，这是凤里街

道围绕“安全生产”这条底线，主

动谋事、着力推进民生工程的缩

影。

随着电动车使用量的不断

增长，如何安全地给电动车充电

成了不少居民的难题。有的居

民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楼道内

充电，有的则是从家中拉起高空

电线为楼下的电动车充电，一条

条飞天“蜘蛛网”影响了城市面

貌，也存在极大的隐患安全。

“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安全，

但是没地方充电，实在是不得已

的做法。”居民林女士表示，此前

小区内还未安装智能充电桩时，

自己也曾从楼上私拉电线给楼

下的电动车充电。

无处安全充电成了众多居

民群众的心声。面对此种境况，

凤里街道办事处从安全管理入

手，将智能充电桩项目设为为民

办实事之一。经过街道、社区多

方走访调查后，先后在世纪豪

园、金苑小区、国贸中心、莲花苑

新村、鸳鸯池商业中心等10个地

方安装完成智能充电设备，努力

筑牢小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同时，为了做好智能充电桩

的建设，街道还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利用社区公告栏、微信服务

平台等宣传媒介，通过图文并茂

的方式，让居民们规范充电；建

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组织专人负

责充电桩的维护工作，保证充电

桩有效运行使用。

（记者 陈嫣兰）

凤里安装智能充电桩 方便居民安全用电灵秀
爱卫主题活动显成效

本报讯 4月24日，泉州市数字办一行，在灵秀

镇、石狮市大数据管理局的陪同下，深入灵秀镇灵

狮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同心战“疫”，情暖民心。在慰问过程中，慰问

组深入群众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和脱贫政策宣讲，也

让困难群众深深感受到了泉州市数字办党委对他

们的关怀。据悉，自疫情防控开展以来，泉州市数

字办机关党委选派蔡灿峰、邓礼靖、王玮三名优秀

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协助灵秀镇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在战“疫”期间，他们时刻关心所在辖区的困难

人群，关怀行动同步开展，让困难群众感受党和政

府的温暖。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王霞）

湖滨“医疗辅导员”
做好校园生活防疫指导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国爱国卫生月 走访慰问灵秀困难群众

刚过去不久的4月23日是“世界

读书日”，但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却

显得如此不同。防控工作仍在继续，

广大网友都缩短了自己的生活半径，

减少外出。许多人的生活都发生了

改变，包括阅读。

阅读“新生态”

“人间四月天，最美读书时。”眼

下，随着我市书香氛围愈加浓厚，形

式多样的线上线下活动形式，让阅读

焕发蓬勃生机。其中，线上阅读活动

引起广大网友热衷。

“大家在线上不仅一起交流，进

行思维的碰撞，在家里，更可以跟孩

子共同阅读。”网友“如”表示，在第

25个“世界读书日”期间，为培养学

生的阅读兴趣和习惯，营造浓郁的读

书氛围，孩子所在的厦门外国语学校

石狮分校附属小学开展了系列线上

读书活动，获不少亲子点赞。

其中，学校精心策划、引导亲子

通过诵读、精读、拍视频等形式，共同

阅读。“这样的形式很好，现在大家也

习惯了手机阅读。”网友“如”表示。

“你看，这是我跟孩子共同拍摄

的视频，现在上传到了网上，特殊时

期，我们共同读了好多书，也拍了好

多视频呢。”网友林女士在手机直播

APP里储存了多个与孩子的阅读视

频。

“这本来是学校安排的一个小活

动，不过却赢得大家的喜欢。”网友林

女士将带有“书香”的视频通过线上

短视频播放，既加深了亲子间的关

系，又助推“线上书香热潮”的营造。

“其实随着现在电子产品的不

断更新换代，人们选择读书的方式

很多，现在在石狮，线下的活动相当

丰富。今年因为情况特殊，许多人

宅在家里，但‘线上依旧很热’，大家

共同在线上分享阅读给人带来的乐

趣。这样的氛围非常好。”网友

“CODY”自“书香狮城”活动开展以

来，便每日与孩子共同阅读，并为之

坚持，他认为，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让家长把平时读书的理解与孩子沟

通，更容易让孩子爱上阅读，享受阅

读。

“要说变化的话，便是现在大家

‘数字化’了，一把手机里可以储存非

常多的书籍，另外，融合了视频、音频

等手段的阅读模式也让‘书香生态’

更为丰富。”对于网友“CODY”这番

言论，不少网友表示赞同。

从“阅读者”到“创作者”

一份来自《微信读书》的数据显

示，“云阅读”“数字化阅读”正逐渐成

为人们阅读书籍的主要方式之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疫情改变

了大家的正常生活节奏，但也激发了

“宅家”网友对线上文学的创作热

情。根据阅文集团数据显示，超过

30万人选择在一季度成为网文作

家，并生产了超50万部网络文学作

品。

“我平时也喜欢自己创作，读完

一本好书后我会写写心得并与网友

们分享。”网友陈女士上个月与朋友

共同申请并开启了自己的线上平

台。通过该平台，不仅将他们在阅读

中享受的乐趣与他人分享，同时，每

个人也将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见解

通过文章的形式描述成篇。

“现在不少读书会开始慢慢开启

相关创作平台，让更多人在阅读过

后，记录心得，线上分享。许多人很

喜欢从‘阅读者’到‘创作者’的转变

过程。”

从“阅读”到“悦读”甚至进而成

为“创作者”，眼下，这样的现象在石

狮并不少见。在阅读不断“数字化”

的过程中，虽然少了一丝墨香，却更

加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可随时随

地享受阅读的快乐。

（文豪）

你的阅读“数字化”了吗？

4月24日，国家航天局宣布中国行星探测任务

被命名为“天问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

“天问一号”。

澎湃的太空星程即将开启，当中国航天向太空

不断迈进时，回望一代代航天人用毕生心血为我们

建起的登天云梯，人们不禁感叹是他们决定了“太

空有多远”。

“50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

一号”成功发射！5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许一个看

世界的愿望、等一场跨时空的遇见！”该消息一经报

道，引来国内广大网友关注，不少网友纷纷在线上

许愿：“我是‘故宫控’，很想看看卫星图下的故宫，

谢谢”“希望我作为一个医学生，能够在学成之时发

光发热，做一个合格优秀的医生”“希望自己之后考

研能有个好成绩”“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我只想

看看我女朋友长什么样子”“我希望我高考能考上

一个理想大学，高考加油”“先点亮在看，一起来向

卫星许愿吧，梦想说不定会实现哦”。图为卫星下
的故宫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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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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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盗” 《石狮日报》网事
有什么新鲜事、新闻线索，欢迎加入本刊交

流平台，通过QQ、微信、微博、邮件，以文件、图

片或语音、视频的方式告诉我们哦。

微信公众号“石狮日报”ID：ssrbwx

邮箱：33077458@qq.com

日常生活中，使用贷款消费

的人已不在少数，不少人经常接

到贷款推销电话，或者在微信朋

友圈刷到网贷小广告。这些打着

低息甚至无息、无抵押、当日放款

等幌子，看似“雪中送炭”的网络

贷款，背后很可能就是一场“趁火

打劫”的骗局。

日前，本报微信公众号关于

《山寨网贷APP是如何“坑”走你的钱？警方揭

秘！》相关内容，引网友关注。

“现在诈骗也越来越高科技了，大家要提高

警惕”“对电话推销的或网络论坛、社交平台推荐

的贷款信息，都不要轻易相信，拒绝‘高利诱惑’”

“即使‘天上掉馅饼’也不要捡”……网友们纷纷

表示，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谨慎对待各类

贷款软件。

戴上口罩、假发，男子舒某一

番乔装打扮后，借助信号干扰器，

疯狂在无人售货店实施盗窃……

日前，《石狮日报》报道一男子两

天时间作案10余起狂盗无人售

货店。后经石狮法院审理，依法

对该男子予以从重处罚。

虽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但针对无人售货机被盗事件，通

过网上查找后，网友可以发现不少。其中，不少

网友表示，无人售货机被盗手法层出不穷。

“曾看过直播敲碎机器，然后取走机器里面

的现金的”“还有一盗窃犯是从网上找到关于无

人售货机的信息，并研究相关信息进行电子手

法盗窃的”“无人售货机虽说十分便捷，但相关

企业或者单位部门也要提高警惕”……网友们

纷纷表示。

翘“二郎腿”会造成腿瘸？这

看似不可思议，却有科学依据。

日前，本报微信公众号报道相关

内容引发不少网友热议。

疫情期间，不少人宅在家无

法外出，平日吃饭、看电视、刷手

机、看书，都离不开坐着。

坐的时间一长，各种坐姿都

出来了，有盘腿坐的，有歪坐的

……其中，据医师介绍，长时间翘“二郎腿”容易

导致小腿的腓总神经损伤，若持续受损，可能导

致终生残疾。

“看来以后要改掉这个习惯了”“得赶紧跟

孩子说说，端正坐姿”“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

跳”“看到这里，我也默默地放下了自己的‘二郎

腿’”……网友们表示。 （文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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