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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近期这个项目真的
是一天一个样！”城投集团土地整

理开发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这是

启动“百日会战”攻坚、渐进改造

后期的石狮市中医院的形象进

度。快马加鞭之下，这一项目预

计将在9月份完工。

7月31日，记者在改造施工现

场看到，因为外立面装修基本完

工，当下的作业面主要是对门诊

楼、病房楼及医技楼进行内装修，

以及室外雨污水管道的开挖、预

埋和石材铺贴。

“为了抢抓进度，我们有上百

名工人同时在施工，不同的工序

交叉推进。”现场，施工单位福建

省睿煌建筑工程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了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工

人们早上5点多就到岗开工了。

考虑到室外施工受天气影响较

大，尤其天气预报雨天将至，现场

投入的机械、人力更为集中，“晚

上加班加点也不在话下。”

因为防疫的特殊需要，正月

初六开始，中医院病房楼被临时

紧急改造，作为医疗救治备用场

所。随着防疫形势的持续向好，

城投集团有序重启中医院改造并

不断提速。

来看看具体的工程进度。城

投集团土开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内装方面，医技楼的墙面批刮

腻子、一层地面铺贴和吊顶都已

进入尾声，开关面板和灯具的安

装也已过半。门诊楼的形象也较

快，包括室内墙面面漆喷涂、吊顶

灯具及插座面板安装都完成了

90%左右，外墙面的油漆修补也基

本过半。恢复重新改造稍迟的病

房楼，病房吊顶、室内墙面批刮腻

子也完成了60%左右，灯具开关

面板安装也有序跟进。

室外工程方面，雨污水管道

开挖已完成超70%，部分完成管

道预埋后的路床已浇筑上了基层

混凝土。同时，石材铺贴也完成

了30%左右。累计下来，整个项

目已完成了超70%的工程量。

据悉，市中医院项目主要是

在原市医院基础上，对门诊楼、医

技楼和病房楼内外进行装修改

造，增设一个900立方米的消防水

池、一座钢结构连廊和发电机

房。建成后，将打造为集康复治

疗、疗养为一体的石狮首座中医

院，持续完善石狮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

（记者 康清辉 颜华杰 实习

生 邱思颍 通讯员 火龙 植腾）

本报讯 在八一建军节93

周年来临之际，7月31日下午，

石狮日报党支部、泉州银行石狮

区域党支部联合开展“聆听英雄

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

组织党员干部走进蚶江镇锦亭

村，看望慰问老复员军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章获得者陈培塔，聆听老军

人讲革命故事，传承革命英雄精

神，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

英雄、国家功臣致敬。

陈培塔，1924年12月生，于

1948年10月入伍，参加过解放

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2

月转业，现为新中国成立前我市

参加革命工作仍健在的老战士

之一。陈老一生南征北战，曾参

加“四平之战”“辽沈战役”“平津

战役”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

战争。其身上多处受伤，为祖国

的解放和保卫和平，立下了多次

军功并获得了多枚军功章。

2019年国庆期间，他被党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陈老虽然年纪高，但精神矍

铄，耳聪目明。在他家中，慰问

组一行认真聆听老人讲述当年

的革命故事及战场上的峥嵘岁

月。陈培塔从自己的亲身经历

出发，追忆战场上冲锋杀敌的场

景，用质朴的话语讲述了他们在

战火淬炼中忠贞为国的决心、在

艰苦环境中砥砺奋斗的革命精

神及感人的军旅故事。

通过此次“聆听英雄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参加

活动的党员干部深深感到，现在

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家要将红

色故事记录下来，传承红色基

因、向英雄们致敬。图为陈培塔
讲述革命故事（记者 兰良增 颜
华杰）

本报讯 转业不转志，退伍不褪色！7月31日

上午，石狮法院召开“八�一”退役军人座谈会，向该
院全体转业、退伍军人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

愿，进一步激发全体转业、退伍军人积极投身司法

实践，在推动法院发展中再续航程、再创佳绩。

座谈会上，全体转业、退伍军人忆往昔，话当

年，重温部队生活点滴，追忆军旅成长经历，分享从

部队到法院的发展变化，抒发了情感，畅谈了理

想。他们还齐唱了《咱当兵的人》，观看了战斗英雄

张富清同志个人事迹报告会，并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畅谈如何在平凡的岗位上争当优秀转业、退伍

军人，表达了“转业不转志，退伍不褪色”、立足本

职，再立新功的郑重承诺。

据了解，石狮法院有28名转业、退伍军人，分

别在政治部、办公室、执行局、立案庭等不同岗位，

他们在转业、退伍后，继续把严明的组织纪律，严谨

的工作作风，严肃的工作态度和不怕吃苦、勇于拼

搏、甘于奉献的作风带到各自的岗位，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和优异工作成绩，来证明军人的价值。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他们将以军人身份为荣，

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扬传统、率先垂范，扎实工作、拼

搏奉献，全身心投入到审判执行工作中，为圆满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推动审判事业不断发展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记者 郑秋玉 通讯员 吴珍珍）

本报讯 7月31日，石狮日报小

记者团“小勇士一日体验营”活动，

在石狮市新濠霖拓展3号基地正式

开启。

当日上午，小记者们来到基地

里换装整顿，经过简短的入伍仪式

后，在教官的指导下进行破冰分

组。随后，大家身穿迷彩服，带上

装备，全副武装跟随教官一同训

练。接受教官短暂的军事化训练，

模拟射击，了解了射击野战的规则

后，教官一声令下，40多位小记者

即刻化身神勇的小战士，犹如脱缰

的小野马，冲向敌军，迅速找到掩

体，然后开始疯狂扫射。“打！

打！打！”大家沉浸在对阵的快感

当中。

随后，“小勇士”们还体验了项

目山地卡丁车以及水上穿越。“驾

驶卡丁车可以锻炼灵敏度，对大

脑、眼睛、手脚及身体其他部位的

协调性能起到很好的锻炼，是锻炼

勇敢精神的最佳选择，是一项优异

的体育运动。”经过教官的专业指

导，大家终于可以上手一试，圆梦

卡丁车，一场小记者版的“速度与

激情”浓情上演。不仅如此，当天

下午，大家还挑战了“水上穿越”，

在运动过程中进一步培养了团结

协作意识和决策能力。满满的一

天，小记者们体验了一把军人的

瘾，收获颇丰。 （记者 王文豪）

本报讯 7月31日，在退潮时

期，东店码头附近海域一艘渔船

出现倾斜，渔船陷入“危机”，祥

芝渔港义务救援协会马上组织

会员出动，前往东店码头开始实

施救援。

“我们先把前期工作做好，

气囊要充足气，渔船船舱的水要

排干净，然后等退潮后将气囊捆

绑在倾斜面，等涨潮后利用浮力

将船‘扶正’。”祥芝渔港义务救

援协会会长蔡富贵一到现场，就

和协会救援会员们一同协商救

援方案，然后各自领取救援任

务，分工有序。对于此类救援行

动，祥芝渔港义务救援协会已经

轻车熟路，会员们用了一中午的

时间，将渔船船舱里的水排干

净，然后把鼓足气的气囊放置在

倾斜面，与渔船固定在一起，在

涨潮后借助浮力将渔船慢慢扶

正。在傍晚6时许，潮水涌上，

“开始‘扶’起来”看着渔船慢慢

有“起色”，祥芝渔港义务救援协

会的工作群里响起了一片掌声，

到晚上8时许，倾斜的渔船终于

“扶正”了。

（记者 邱育钦）

本报讯 在石

狮市卫健局的统一

部署下，近日，宝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宝盖镇卫计办密

切配合，率先组织

开展了村级计生社

保协管员的卫生健康服务工作培训，参加培训的有

该镇各村的村级计生社保协管员及镇有关部门人

员。

村级计生社保协管员是基层卫生健康工作队

伍的重要组成力量，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广大计生

社保协管员工作认真负责，在人员排查、疾病预防

宣传等工作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为进一步提高我

市计生社保协管员协助开展卫生健康服务的能力，

市卫健局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宝盖举办的此次培训

就是在市卫健局的统一部署下开展的。本次培训，

根据计生社保协管员熟悉村情、密切联系基层群众

的特点，培训老师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第三版）》为培训内容，重点围绕卫生计生协助监

管、预防接种服务规范、重点人群服务规范和老年

人健康体检等服务项目进行讲解。参训计生社保

管理员表示，通过此次培训，提升了自己的公共卫

生服务基本技能，提高了服务村（社区）居民的能

力。

市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培训计划，市

其他镇（街道）也将于近期陆续开展计生社保协管

员的工作培训。 （记者 许长财 通讯员 王泽）

本报讯 7月31日上午，石狮市蚶江商会举行

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商会理

监事会。蔡第乐连任石狮蚶江商会会长，纪建生荣

任执行会长，王足任秘书长。

近年来，蚶江商会在蚶江镇党委、政府和市工

商联的指导、关心和会员们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

挥商会桥梁纽带作用，在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努力

提高商会自身建设、组织会员企业开拓国内外市

场，积极引导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取得显

著成效，为蚶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

会长蔡第乐表示，蚶江商会在新一届商会理事

会的带领下，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强化服务、协调功

能，要不断拓展服务新领域，更好地发挥商会的作

用；树立蚶江商会的窗口形象，展现蚶江商会新风

貌，突出蚶江商会新风采，创造蚶江商会工作新局

面，为助推蚶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展现新作为。

（记者 兰良增）

蚶江商会
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本报讯 为期3个月的禁渔

期即将结束，新一轮渔船民出海

作业即将开始。7月31日，东埔

边防派出所扎实开展渔港码头

和出海船舶疫情防控工作，积极

助力渔港码头和出海船舶复工

复产。

期间，东埔边防派出所充

分调动警力，对渔港码头进行

巡逻防控，并综合运用人防、技

防等措施，严密查控辖区码头、

停泊点和停靠的船舶、车辆、人

员，确保辖区渔港码头管控到

位。同时，广泛开展渔船民宣

传教育，重点对出海船舶进出

港登记报备，反走私法律常识

等内容进行宣传，提高广大渔

船民的遵纪守法及疫情防控意

识和能力，有力维护沿海一线

治安秩序稳定。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卢彬彬）

本报讯 7月29日9时10分，高

速南惠支线上行67公里处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碰撞中央隔

离带后侧翻。民警到达现场后看

到车头已被撞得看不出是什么车

型，地上到处都是车辆被撞后的碎

片，轿车的引擎盖也被撞落在中央

隔离带另一边的快车道上，现场一

片狼藉。

民警调查后发现，引发事故的

原因仅仅是因为驾驶员打了一个

喷嚏。据驾驶员杨某陈述，当天他

从厦门开车准备前往惠安。车辆

行驶到事故路段时，因感冒症状严

重，突然感觉鼻子一痒，忍不住打

了一个喷嚏，随后车辆瞬间失去了

控制，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车

辆撞上了中央隔离带后侧翻。当

他从车中爬出来后，发现眼镜被撞

飞，手机也被撞坏，幸亏事故发生

时系着安全带，仅腿部和手部受

伤。

据民警介绍，人体在打喷嚏

时，会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张大

嘴巴，驾驶员甚至会看不见路上的

情况，听不见外界的声音，手脚也

在瞬间内不听使唤。打喷嚏时一

般能提前感知，一旦驾驶员感觉将

要打喷嚏时，要先减速，看好方向，

把控好方向盘，不要乱踩油门，最

大程度避免危险的发生。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黄夏林）

本报讯 2019-2020赛季CBA

季后赛昨日开战，福建盼盼豹发力

男篮以132：119战胜浙江广厦男

篮，进军季后赛下一轮！

比赛一开始，广厦男篮的外线

组合孙明徽与赵岩昊连续冲击内

线得分。福建盼盼豹发力男篮三

巨头火力全开，王哲林坚守内线，

单节拿到11分7篮板，陈林坚关键

三分入网，劳森则很好串联全队，

首节结束两队打成34平。第二节，

劳森先发制人连得四分，陈林坚再

进两个三分打停对手。暂停回来，

陈林坚又是两个三分入网！主队

打出一个小高潮，把分差拉开到两

位数。广厦队慢慢把比分追近，劳

森超远三分止血，王哲林扣篮得

分。半场结束，凭借陈林坚8投7

中的三分球，福建盼盼豹发力男篮

68：61领先。易边再战，劳森连得

七分，胡金秋打成2+1，赵岩昊三分

命中把比分追平。暂停回来，黄毅

超三分命中，广厦队紧咬比分，福

建盼盼豹发力男篮稳住局面。三

节战罢，主队99：92领先。末节决

战。劳森和孙明徽展开对攻，黄毅

超连拿五分拉开分差。广厦队在

孙明徽的带领下追分，但福建盼盼

豹发力男篮越战越勇，陈林坚和王

哲林连续得分。广厦队命中率下

滑，主队牢牢把握领先优势。最终，

福建盼盼豹发力男篮以132：119战

胜强敌浙江广厦男篮！取得了季后

赛的开门红，根据季后赛规定，单败

淘汰，福建男篮进军八强。下一场

比赛将在8月2日举行，福建挑战常

规赛四强北京队。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吴宇）

本报讯 7月30日下午，石狮团市委联合石狮

青商会纪律部前往石狮驻军某部，为部队官兵们送

去慰问物资，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当日，在部队官兵的带领下，慰问组一行走进

部队营区训练场，了解驻军官兵日常训练及生活情

况。在营区装备库，官兵们为慰问组一行详细介绍

了两栖装甲车、全地形车等部分军备的性能和使用

情况。

通过走访，慰问组一行对于驻军官兵为保卫国

家人民做出的贡献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与真诚的感

谢，亲切地称他们为“最可爱的人”，也希望驻军官

兵们继续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一如

既往地支持石狮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团市

委将继续组织团属社团组织用心、用力、用情做好

双拥工作。驻军部队首长表示，将忠实履行好神圣

职责，在努力做好部队自身建设的同时，为石狮经

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为石狮的和谐稳定贡献力

量。

（记者 林富榕 实习生 蔡霖森 通讯员 谢珊妮）

进军营送温暖
共叙军民鱼水情

石狮市中医院按下改造“加速键”——

已完成超70%工程量 预计9月份完工

小记者化身小勇士
挑战耐力与勇气

东埔边防派出所全力助开渔

一个喷嚏引发一起交通事故
事发高速南惠支线

石狮日报党支部、泉州银行石狮区域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活动

聆听革命故事 致敬国家功臣

东店一渔船海中倾斜
祥芝渔港义务救援协会帮忙“扶正”

不负期盼
福建男篮挺进八强

石狮法院
召开退役军人座谈会

石狮举办村级
计生社保协管员培训班

党员记者走基层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项目攻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