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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评说

“两长一员”
服务到位是关键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石
狮在刑事发案量大幅下降的趋势
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却逆势上
扬，并且保持高位运行。不仅在
石狮，诈骗案高发已是各地群众
平安诉求的痛点和社会治理的顽
疾。电信网络诈骗是非接触性犯
罪，打击难度大，破案成本高，光
靠打击远远不够，必须坚持源头
管控和治理。打字当头，以防为
先，防范宣传教育是打好打赢反
诈工作的关键。

基于上述的事实和共识，摆在
我们面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该用
何种力量来从源头治理诈骗违法
犯罪行为。我们不妨追根溯源厘
清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关系，一方
面，施害者穷尽各种花样，只为以
不法手段非法获利；另一方面，受
害者也应当练就“金刚不坏之
身”，守住“钱袋子”。对于不法分
子，有公安机关重拳打击和法律
严惩；对于无辜的百姓，除了法治
宣传教育的“苦口婆心”，我们更

应该用常识来对抗诈骗。
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不法分子

的手段再高明，他们非法获利的
目的是赤裸裸的，只要抓住这一
关键要害，或许我们以常识就能
躲过风险。这是用捍卫常识来对
抗诈骗的基本要义。“天上不会无
缘无故掉下馅饼”“股票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炒股大师不可靠”
“网络刷单是骗局”……类似这样
的常识，我们都该懂。但遗憾的
是，根据石狮公安的数据显示，这

类诈骗案件始终处于高发，在诈
骗案件类型中高居前列。

常识从哪里来？自然是来自
日常。具体来说，作为一名公民，
我们应当保持一颗平常心，稍有
可疑，“挂掉电话”就可以了，这几
乎可以“自动免疫”绝大部分的诈
骗。此外，参加身边开展的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也是必要的，如果
能多读书看报，多学法律知识更
好。既有常识，也有知识，防诈骗
的“金刚不坏之身”功力自会增长

不少。
著名媒体人白岩松曾说：“捍

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作
为第一层次的捍卫常识，恐怕是
绝大部分应该和必须掌握的一项
基本技能。通俗来说，反诈防诈
并非一个专业问题，也并非高深
的技术问题，它更像是一道常识
性的判断题，只要我们稍加留意，
用常识对抗诈骗，“天下无诈”就
不远了。

（杨德华）

城事微评
本期主持 大饼

福建省副刊名专栏

时评

上周公微推文
阅读前十榜单
（8月3日至8月9日）

1.来助力！石狮籍演员龚蓓苾参评大
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时间：8月4日 热度：★★★★★
2.陈埭镇西坂村火灾情况通报
时间：8月8日 热度：★★★★☆
3.急扩！泉州疾控发布重要提醒！
时间：8月5日 热度：★★★★☆
4.泉州中考放榜啦！最高分是她！成
绩查询通道在这……
时间：8月7日 热度：★★★★☆
5.转正！石狮这六大行业……
时间：8月7日 热度：★★★★
6.石狮这座塔不仅长得美，还满身“学
问”！多图为证……
时间：8月3日 热度：★★★★
7.“黑格比”远去！8月还会有台风吗？
时间：8月5日 热度：★★★★
8.全国首个！福建中医药大学（石狮）
医疗保障研究院揭牌！
时间：8月9日 热度：★★★☆
9.湿地红霞！入秋后的石狮如此动
人！美图
时间：8月9日 热度：★★★
10.孩子想转到石狮上小学？今起开
始申请！快看具体条件和流程……
时间：8月3日 热度：★★★

一周热点聚焦①：
为石狮籍明星打CALL
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各奖项

候选名单出炉，名单上有咱石狮籍演

员龚蓓苾！请大家都来助力，让家乡

明星获得“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请

在最佳女配角的候选者选项中选择：

龚蓓苾《我和我的祖国》。（详见8月4
日《石狮日报》公微）

在去年接受本报采访时，由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龚蓓苾讲到了她和
她的石狮。对于家乡石狮，龚蓓苾坦
言，不管是谁，无论你走得再远，最难
以割舍的就是故土乡情，那浓浓的乡
愁是深刻在骨子里的眷恋，是任何一
种情感所无法比拟的。作为石狮儿
女，她希望自己越走越远，取得更大
的成绩，为家乡人民争光。作为影视
演员，她也希望能够把更多正能量的
作品传递给大家。

一周热点聚焦②：
海上丝绸之路首座灯塔
六胜塔乃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

座灯塔，它的建造是宗教人士、商人

及平民共同参与的结果，体现了宋元

时期泉州多元社会结构对海洋贸易

的贡献。因其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

和科学价值，成为2011年中国、葡萄

牙联合发行的特种邮票《古代帆船》

的重要设计元素，2006年被确定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更作为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申遗点之一向全世界呈现，这都

是石狮人说不完的骄傲。（详见8月3
日《石狮日报》公微）

以石塔为航标，堪称世界航海史
上一绝。六胜塔巍然屹立于泉州湾
入海处，是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
之路的第一座灯塔，关于六胜塔的文
字介绍有很多，甚至被收录初级中学
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三册。此番，摄
影师以细致的目光，记录六胜塔的那
一尊尊坐佛、一处处浮雕、一道道纹
饰以及岁月留痕……由塔顶至塔基，
古塔肌里，纤毫毕现，这在过去的一
些摄影作品当中是不多见的。这有
助于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这座千年
古塔，了解它的历史，感悟千年文化。

一周热点聚焦③：
来个“好台风”

凡事皆有利弊，排开防汛谈抗

旱，第4号台风“黑格比”曾被寄予厚

望。“黑格比”非正面登陆福建，但各

方预测我省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

雨，石狮“中到大雨”。可惜事与愿

违，从石狮本地降雨来看，实在是“差

点意思”。（详见8月5日《石狮日报》
五版）

在防台风圈内，有一个不成文的
用词：“好台风”OR“坏台风”。风力
小、雨量适中、能解旱情，就是“好台
风”；所谓“坏台风”，不用多言，被除
名的“莫兰蒂”就是其中之一。今年，
我们对于“好台风”期待之热切，甚于
以往。可惜，经历7月“空台”之后的8
月初“双台”，都未能给石狮甚至全省
带来“福利”。于是，便有了另外一句
调侃，防台风“怕它不来，又怕它乱
来”。

多些常识，才能“免疫”诈骗

最近，石狮一家名为“橘若”的
民宿因其粉色的外观、独特的造
型，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市民及游
客前往拍照打卡，成为石狮名副其
实的新晋网红景点。

民宿“橘若”爆红的背后，不难
看出，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旅游
消费市场，只要你的旅游产品足够
吸睛，足够为游客提供一个“到此一
游”的理由，就不用担心没有流量。

据线上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在
近几年的“五一”“十一”等假期出
游人群中，“90后”“00后”的占比达

到35%，甚至更高。而这一群体热
衷微信、抖音等新生社交媒体，消
费更加随性自由，也是在线旅游平
台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发现和放
大了一些城市过去被忽略的“新玩
法”，新、奇、怪的特色旅游景点往
往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每一个爆
红景点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新奇的
创意和体验。

纵观当今景区林立的大环境，
网红景区能够脱颖而出，并成为社
会的热点与旅游流量的聚集点，能
够让新生代产生共鸣的强烈的标

识性是关键，要实现这一关键，笔
者认为，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
力——

一是练好“内功”，打造“硬核”
网红景点。所谓“内功”，就是景点
需拥有健全的基础设施，有可消费
的旅游业态以及较强的旅游接待
能力，若做不到这些，网红景点的
“红”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二是通过差异化吸引客流。景
区通过引入具有辨识度、有创意、有
特色的项目带来的轰动性效应而实
现走红的目的。在旅游中，本身就

有一些创新项目，它们能够在短时
间内吸引人们的注意，并且将这种
注意力迅速转化为人们的打卡行
为，而这种项目就有潜力打造成网
红项目，引来流量。

三是做好景点营销，赋能旅游
产品。“网红景区”现象的产生除了
其自身场景所具备的各种特质外，
移动互联网的技术与流量，对网红
景区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这就需要专业的营销、专业
的人才进行景点营销，通过内容创
意加上网红场景，线下景区导流、

线上短视频平台助推，二者共同作
用，形成良性闭环，使各个网红场
景持续走红。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网红景点并非一夜爆红，往往需要
长时间的用心积淀和市场锤炼，需
要旅游营销人士有足够的耐心和
韧性。同时，网红景点的打造不是
一招见效，而是讲究策略和节奏的
融合贯通，否则，基础产品和服务
的不足会引发恶性口碑，阻碍网红
效应的价值最大化。

（木棉）

宽仁社区于今年建立“两长一

员”（党员街巷长、党员楼栋长、党员

网格员）平台后，社区的“两长一员”

常以志愿服务的方式上门入户收集

社情民意，再将居民诉求转给社区乃

至街道，进一步激发党建新活力。（详
见7月28日《石狮日报》三版）

近年来，出于对基层党建工作的
重视，许多村居建起党群服务中心，
这不仅是出于现实需要，也是党组织
服务群众、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途
径。笔者认为，服务到位是做实“两
长一员”平台十分关键的一步。

首先，党员志愿服务可以从某个
层面上有效彰显党员的修养和价值
追求，表达他们对群众、对社区的责
任和感情。尤其是在基层社区，更是
党员融入群众的一个重要嵌入点。
其次，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党员志
愿服务是离群众最近的一种方式，可
以最直接地了解群众的诉求，并拓展
团队中的服务志愿，形成“小组织、大
服务”的效应。最后，这样的党员志
愿服务，能够让很多写在纸上的功能
都“照进”现实，进一步提升群众满意
度和幸福感，也让党建工作更加鲜
活、灵动。 （陈嫣兰）

7月29日，湖滨街道湖边社区居

民表决通过新的社区居民公约。新

的居民公约还添加了朗朗上口的闽

南四句，主要内容为：“移风易俗，从

我做起。文明新风，人人参与。推行

公筷，众人满意。文明餐桌，健康有

利。居家通风，定期清毒……”该四

句帮助居民快速记忆公约内容。（详
见8月6日《石狮日报》三版）

居民公约制定出来后关键还在
于执行，强化宣传引导能为居民公约
的执行注入“活力素”。如何让纸上
的条条框框真正印在居民心中，这还
需要社区多思考、多探索。笔者认
为，湖边社区将公约内容编成“闽南
四句”加以宣传，是一种喜闻乐见的
方式，也利于居民群众接受。

比起“纸上空谈”，我们更愿意看
到的是居民公约的“落地有声”。纵
观其他地区的一些优秀做法，笔者认
为，要强化对居民自觉守约的宣传引
导，除了可以创新居民公约内容的宣
传形式外，社区还可通过开展居民公
约知识竞赛等活动增强居民对公约
内容的理解。此外，也可结合辖区实
际情况，对居民践行公约内容的典型
行为进行大力表扬，对违反居民公约
的行为进行批评通报。通过奖励等
形式，将居民公约的执行情况与居民
自身利益相衔接，从而使居民公约入
脑入心，成为居民齐心共同遵守的
“契约”，进而在社区形成一种人人守
约、人人遵规的良好氛围。 （翠林）

让居民公约
“落地有声”

“危房莫近，楼下摆摊？”8
月7日，《石狮日报》根据读者来
信刊发报道，对祥农村码头路
附近一处危房管理现状进行关
注。图片中，楼上那摇摇欲坠
的走廊，与楼下琳琅满目的蔬
菜、服装摊位，形成鲜明对比，
令人触目惊心。

根据本报此前报道，自今年
3月份全市房屋安全“百日大整
治”行动启动以来，至6月份完成
全市66909栋房屋排查工作，建
立起房屋建筑物合规、安全数据
库，对排查出的581栋重大危险
房屋有序推进分类处置。从祥

农村这栋三层楼房外墙红色的
“危险房屋，严禁靠近”警示词来
看，想必其已被列入危房范围，
只是不知属于哪一级别。

但是，无论属于“拆除”，还
是属于“封闭”，或者需要“加
固”，在未完成整治前，“危房楼
下摆摊设点”显然是极具风险
的。对此，当地镇村也多次劝
阻，但涛声依旧，这也无怪乎有
人匿名来信举报。危房是不可
逆的，拖延时间只会加大安全
风险。一些危房不断有混凝土
脱落之类的“小插曲”发生，虽
然总是有惊无险，但危险信号

已发出，谁也不能漠然处之。
类似的教训就在我们身边。

不仅是这栋楼下摆摊的危
房，对于全市已排查出的581栋
重大危险房屋，都应按照分类
处置的要求，尽早尽快加以处
理。期间，我市有关乡镇有不
少创新做法，如“拆危建绿”“补
贴租金”等。但是，并非所有的
危房解危工作，都能水到渠成，
相反，涉及到各类复杂因素，基
层干部在推进危房整治过程中
遇到不少实际困难与矛盾，可
谓是“责任大、阻力大”。我们
也需要认识到，危房解危虽然

需要一个过程，却也不容有丝
毫迟疑，必须按照规范要求、按
照时序进度扎实推进。此外，
更要防范与化解像“危房楼下
摆摊”这种附加的、外在的风险
因素，在处置危房这个问题上，
要小题大做，要神经过敏，人命
关天不允许有半点疏忽。

对一座城市来说，消除危
房远比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更多
的紧要。再大的困难也要克
服，再多的投入也要舍得。政
府、社会、民众理应齐心协力，
多想“一失万无”，才能确保“万
无一失”。 （吾提）

提升车位周转率 缓解停车难顽疾
规划便民停车位，本是一件

值得点赞的好事。然而，现实中

很多公共车位却成了部分人的

“自留地”，让本来就已不足的停

车资源更趋紧缺，而且影响城市

环境秩序。（详见8月9日《石狮日
报》二版）

在汽车保有量持续递增、停
车位供给跟不上需求的现实情境
下，暂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停车环
境失序。在加快规划、增加停车
资源的同时，在管理上多下功夫，
提高既有停车位的周转率和利用

率，是纾解因停车资源供需失衡
造成停车难矛盾的现实之需。

建设方面，既需政府层面有
规划地推进停车场地建设，比如
结合新建项目、旧城片区改造等
时机，腾地新建停车场；也应鼓励
扶持社会资本尤其是商场、酒店
等商业实体向空中要停车位，自
建空中和地下等立体型停车设
施，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缓
解老城区停车压力。当然，在市
区集中新建大型停车场，往往会
遭遇空间不足的瓶颈；而且，市民
停车追求就近、便利，这也是集中

式的停车场所无法满足的。因
此，比较可行的选择，一种是在空
间充足、不影响交通通行的前提
下，充分利用既有主次干道、小区
周边区间道路、临街店面前的场
地，见缝插针施划停车位，通过多
点开花，满足群众就近临停之需；
一种是鼓励村（社区）、私人以环
境整治为契机，对整理出的边角
场地进行改造，作为经营性停车
场地。

千方百计挖潜、施划出停车
位，更应提升其实际周转利用率，
这就要求日常停车管理工作得跟

上。从实际情况看，私人投资、公
建公营的停车资源，因为有收费
管理，车位周转问题一般不大。
被投诉遭挤占问题较多的，主要
是临街店面前经主管部门施划、
用作公共停车的临时停车位。对
此，加大对违停、圈占等违章行为
的执法力度和频率是有必要的。
在此基础上，视各区域条件成熟
度，应有序推进停车信息化与智
能化建设，通过逐步建设综合交
通信息发布平台，加强停车诱导，
提高停车设施的利用效率。

（康清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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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橘若”爆红的背后……

吾提/图

公益暑托班多多益善
8月10日至8月28日，石狮

市总工会将在凤里街道、湖滨街

道、宝盖镇和灵秀镇开办“放飞梦

想，快乐成长”暑托班。暑托班由

所在辖区镇（街道）总工会主办，

各基层工会根据就近原则，可跨

区域组织职工子女报名参加。（详
见8月6日《石狮日报》二版）

孩子暑假去哪儿，这是双职
工家庭普遍面临的难题。此番，

市总工会开办公益暑托班，可谓
满足了广大职工家庭的暑期诉
求，相比社会上的其他暑托班，由
政府主办的公益性暑托班在安
全、师资、教学等方面更有保障，
能够整合的优质资源也更为丰
富，让孩子学到更多知识，暑假过
得更有意义，职工也可以无后顾
之忧更有效率地投入生产建设。

面对广大职工家庭的“刚

需”,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群团组
织，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公益暑
托班，应该复制推广，多多益善！
此次石狮市总工会也鼓励有条件
的企业独立办班，让职工子女在
暑假可以就地就近组织起来学习
知识、培养兴趣，解决管护问题。
有开办暑托班的企业还可向所在
镇（街道）总工会申报，验收合格
的可获2万元的经费补助。这一

模式不仅避免了路上接送时间，
增加了职工与孩子的相处时间，
增进了彼此的感情，而且一定程
度上还能保障公益班的品质，让
孩子真正有所收获。

有条件、有能力的社区、企业
应多开办类似公益性质的暑托
班，让更多的职工家庭从中受益，
同时提高企业效益。

（阿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