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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埭 300 多万元建设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本报讯 今年我市大力推动“三
清四美”工作，永宁镇积极响应，有的
村通过“三清四美”清出闲置土地发
展村财，有的村将“三清四美”清出的
空地改造成微景观，而金埭村别有新
意，该村将旧小学校址整理出来，投
入300多万元，将旧小学改建成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改善民生福祉。
9月15日上午，金埭村旧小学的
操场上，工人们正在施工，这里将建设
一个标准化塑胶篮球场，而这个全新
的篮球场是金埭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的配套设施之一。“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设有老年大学、娱乐室、健身房以及
居家养老中心等。”金埭村党支部书
记黄金矿、村主任李超群说，在市镇两

级的关心支持下，金埭村高起点高规
格打造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该服务中
心占地约三亩，投入300多万元，在居
家养老中心还设有老人宿舍和免费
食堂，村中70岁以上留守老人、孤寡
老人可申请宿舍并免费用餐。
“我们村有1000多人，其中四分
之一是老年人。”金埭村老年协会会
长芦频颜说，今年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的建设是村中老人们最为关注的一
件事，以前老人们上课只能搬个椅子
坐在室外，很不方便，现在旧小学的
一楼就是一个大型会议厅，以后老人
们可以在里面上课。而为了更好地
服务老人，金埭村将旧小学的二楼改
成文娱室，里面不仅能看电影、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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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载”
不办捐资助力教育事业
本报讯 “他们一家自觉用行
动履行村规民约，带头移风易俗，
值得点赞！”宝盖镇松茂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吴荣华告诉记
者。9月11日，吴杏概、吴杏照、吴
炳泵、吴联欢四兄弟将移风易俗节
省下来的3万元捐给公益，为教育
事业与老龄事业发展添砖加瓦，乡
亲们纷纷为之点赞。
日前，吴杏概、吴杏照、吴炳
泵、吴联欢四兄弟的母亲“三载”。
按照以往的旧俗，当过世的人“三
载”那天，其家人得操办一番，宴请
亲戚朋友。随着移风易俗的不断
深化，很多村（社区）纷纷修订、充

实村（居）规民约，其中就包括取消
“三载”宴席这项规定。吴氏兄弟
四人不仅没办宴席，还一起商量决
定，将节省下来的部分资金捐给公
益，让资金用到更有意义的地方。
当前，我市各级正积极推进“逐梦
——家门口的优质教育”这一新目
标，吴氏兄弟也想着为教育事业出
点力，于是，他们给宝盖镇教育发
展促进会捐来了2万元。除此外，
他们还给村老年协会捐赠了 1万
元，为村落的老龄事业添砖加瓦。
“红白喜事简办或不办，将节
省下来的钱捐给教育发展促进会，
支持教育事业建设，这样的做法值
得倡导。”宝盖镇政府有关负责人
对吴氏兄弟的举动给予充分肯
定。
（记者 林智杰）

金林检查辖区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9月9日，湖滨街道下
居领导周东胜带领金林社区党员
干部、网格员深入辖区检查安全生
产“1+X”专项工作建设落实情况。
检查组先后前往辖区内的各
个公司及工厂，详细了解安全生产
工作存在的问题，并对各单位消火

灵秀奖教奖学蔚然成风
本报讯 金秋送爽，硕果累累。连日来，灵秀
镇辖区纷纷开展奖教奖学活动，对在教育教学工
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等进
行表彰，并为辛勤耕耘的园丁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其间，包括灵秀镇前廊村古宅自然村、前廊村
洋下自然村、灵山村、灵狮村、塔前村、塘园村、彭
田村、仕林村、钞坑村、塔前小学、港塘小学、灵秀
镇第二中心幼儿园、中英文实验中学、第四实验小
学以及厦外石分附小等，对相关优秀教师、优秀学
生及学校管理先进单位予以表彰并发放奖教金。
另外，部分学校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师节活动。
近年来，灵秀镇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不断加大
投入力度，奖教奖学氛围浓厚，尊师重教蔚然成
风。
（记者 王文豪 通讯员 卢逢亮）

新湖奖励5 名优秀学子

松茂吴氏四兄弟带头移风易俗

新时代文明实践

还可以演奏南音什音。
“旧小学是 1972年由我村华侨
捐建的。”李超群说，48年后的今天，
小学原址改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也
得到了金埭华侨们的鼎力支持，华侨
们不仅关心建设进度，亦慷慨捐资，
助力村老年事业，村中敬老爱老风气
浓厚。
据悉，“ 三清四美”中，金埭村从
村主干1200多平方米的临时搭盖拆
起，挂图作战、逐一销号，不仅清理出
旧小学1000多平方米的闲置土地，还
拆除鸡舍鸭舍、雨棚、违建30多处，其
余空地将被改造成微景观、微农田，
让金埭村成为名副其实的美丽家园。
（记者 占婷）

栓和灭火器等消防设施使用情况、
电气线路铺设规范情况、消防警铃
运行情况，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畅
通情况等进行检查，要求各单位场
所须加强责任意识，对存在的问题
逐一整改到位，不留死角、不走过
场。
（记者 黄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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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宝盖镇
重拳打击“两违”优化发展环境 三次的统一清理行动，
仑后工作片和城管办的
已拆除“两违”建筑 12
有序组织下，挖掘机快
宗，面积约3800平方米。
速作业，一宗宗“两违”顺利拆 辉路与宋塘路交叉处。这些“两
据悉，镇村两级将紧扣“城
除，眼前的空间顿时开阔起 违”建筑均为空心砖砌成的临时 市提质年”活动，结合“绣空间、
来。连日来，宝盖镇围绕《石狮 搭盖，不仅影响了市容，且存在 绣精致、绣品位、绣舒适、绣时
市城区主次干道市容和环境卫 安全隐患。近来，宝盖镇将这一 尚”五个主题，精心谋划，做好
生专项整治方案》的五个主题， 路口列为主次干道市容和环境 空间利用文章。届时，“两违”
集中力量开展整治行动。截至 卫生专项整治的重点区域，集中 拆除后腾出的空间将充分利用
9月15日，已拆除塘边村12宗 力量抓好整治工作。在深入宣 起来，为项目建设提供要素保
“两违”建筑，为“绣”美城市干 传、动员之后，宝盖镇仑后工作 障，在美化城市环境的同时，助
片、城管办联合，组织力量，对区 推村落发展。
道路口颜值打下基础。
此次拆除的“两违”位于福 域内的“两违”进行拆除。接连 （记者 林智杰/文 颜华杰/图）

本报讯 9月12日下午，湖滨街道新湖社区举
行2020年奖学金发放仪式，对社区今年考上全日
制本科院校的5名大学本科生每人给予3000元
的奖励，共发放奖学金1.5万元。
一直以来，新湖社区十分重视辖区学子的成
长。为进一步激励广大青少年勤奋学习，2014
年，社区居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新湖社区居委
会奖学助学办法（试行）》，决定对户籍在新湖社
区内的优秀学子给予奖励，对品学兼优的贫困学
生给予资助。截至目前，已先后有54名学生获得
社区奖励、补助。
（记者 黄翠林）

下宅分发奖教奖学助学金
本报讯 9月 10日，霞泽教育基金促进会
2020年度奖教奖学助学颁奖仪式在永宁镇霞泽
小学四楼多功能厅举行，当天共有20多人次大学
生、优秀学子获奖，20人次霞泽小学、霞泽分园优
秀教师获奖，另有5名贫困学子获得帮扶，共分发
奖教奖学助学金12万元。
霞泽教育基金促进会成立于2014年，设立了
助学、奖教、奖学金。该教育基金不仅本村的学
子可以享用，霞泽海外学子也能享用。此举是为
了让霞泽海外乡侨感受到家乡对他们的关怀，增
强他们的归属感。
当天霞泽各姓氏理事会、房族、霞泽小学同
学联谊会亦对优秀学子进行奖励。永宁镇政府
领导、下宅村“两委”暨各阶层人士还同霞泽小
学、永宁中心幼儿园霞泽分园教师进行座谈，体
现出下宅村重教兴学氛围浓厚。 （记者 占婷）
早读课的朗朗读书声中，邱老师观察纠正学生的阅读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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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的作文课吸引学生踊跃发言

回顾学校习惯养成要求，引导孩子定下新学期争章目标

邱老师经常陪着学生在书吧阅读

下午放学后，邱老师将最后一名学生交到家长手上

9月是丰收的季节，对于家长们来说，在
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收获，离不开学校教师的
辛勤奉献；而对于学生们来说，求学生涯中陪
伴时间最长，今后也最难忘的老师中，大都有
着那么一位班主任的身影。
邱碧霜老师是石狮市第五实验小学三年
级6班的班主任，今年获评石狮市优秀班主
任，而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获得这个荣誉
了。从教25年来，岁月在她身上似乎并未留
下多少痕迹，只有那些来了又走的一届届学
生们知道，他们是多么喜欢她课堂上的微笑。
“学如穿石，习成自然”是石狮市第五实
验小学的校训，重视培养学生养成坚持的品
质和良好的习惯，也是学校老师教书育人的
准则。邱老师说，学生的习惯好了，有助于取
得良好的学习成绩，这些习惯也会影响学生
一辈子。邱老师给自己的班级取名“小脚丫
中队”，希望学生们今后可以一步一个脚印，
踏实向前走。
每天上午7点30分，邱老师就会来到教
室里，打开窗户通风。在等待学生的过程中，
也是她培养学生们养成习惯的黄金时刻，看
背书包进入教室的学生们有没有整理好自己
的物品，书包和水杯放的地方对不对。
上午8点的早操时间，邱老师和学生们
一起踏步走出教室，前往操场。做完操后，接
下来的早读课上，孩子们在朗朗读书声中开
始了一天的学习。第一节课刚好是邱老师的
语文课，教如何写作文，通过猜学生们熟悉的
卡通和神话人物开场，课堂上氛围活跃，同学
们踊跃回答，过程中也明白了，要写好一个人
物，要抓住他最突出的特点。
上午 11点 40分，3节课结束后，学生们
开始在教室内使用午餐。邱老师会督促学
生文明用餐，不要浪费食物，养成光盘的习
惯。饭后，陪着学生在教室边上的书吧一起
看会书。中午 12点 40分，学生们从书柜中
拿出睡枕，开始在教室内午休。下午2点10
分，学生们开始上课，如果遇到书法课等一
些特别的课程，邱老师会在上课前来班级看
学生有没有准备好工具，直到大多数学生养
成习惯。
下午4时44分，邱老师会在学生放学后，
带着他们走出校门，送到家长的手中。有
时候，有些家长来不及接学生，邱老师会
陪着学生，或者一起在教室内值日，或者
在书吧中阅读，直到家长的到来。
“是孩子成就了我。”邱老师认为，
班主任像是一阵和风细雨，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通过言传身教，帮助
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
惯。而孩子的一个笑容和一声问候，就
是对自己最大的认可和奖励。
（记者 陈丽明 郭雅霞）
中午学生用餐，邱老师督促学生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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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邱老师有时会到班级外面观察学生课堂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