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石狮

市老年大学获悉，由该校书画研

究会举办的“颂金秋”书画作品

网络展顺利举办，并获得了千余

人次阅读量。

石狮老年大学书画研究会

学员高子告诉记者，2020年是不

平凡的一年，因为受国内疫情的

影响，石狮老年大学书画班暂停

了线下教学。该班老师史家朗

根据实际情况开办“疫情不止，

书画不停”线上课堂，每周在网

上对学员进行学习交流和创作

指导。本次活动也是史家朗与

学员们精心策划的成果。活动

期间，学校历任老师和学员们

积极参与创作，作品正草隶篆，

笔力非凡或大气磅礴，有气吞

山河之势；或柔美清新，如涓涓

细流。

记者了解到，本次共收到书

画作品共计50余幅，主题鲜明，

形式多样，充分展示了石狮老年

大学师生的创作热情。

（记者 刘晓娟）

老年毫友
举办网络书画展
“颂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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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10月17日电 成都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16日晚通报了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

涛失联后溺亡的相关情况。

该通报称，10月15日6时许，成都大学党委

书记毛洪涛同志在微信发布信息后失联。成都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力量全力以赴开

展搜寻。16日6时许，毛洪涛同志遗体在江安河

温江段一河道内被找到。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

初步判断为溺水身亡，排除刑事案件。相关善后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据悉，成都市已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委组

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市公安局组成

的联合工作组，正在对有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成都成立联合调查组
调查毛洪涛溺亡有关事件

新修改的国旗法、国徽法明年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17

日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国旗法、国徽法

进行了修改。新修改的这两部法

律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

法室主任童卫东表示，国旗和国徽

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代表着国家

权威与尊严，是国家制度的重要内

容。这次国旗法、国徽法修改幅度

不小，主要是完善国旗、国徽的尺

度，增加使用的场合和规范，明确

监督部门等。

“根据国旗和国徽的特点，把

握不同要求，对于国旗是强调鼓励

与规范并重，鼓励公民、组织在适

当场合升挂、使用国旗和国旗图

案；对于国徽是坚持以规范为主，

主要是规范国家机关的使用。”童

卫东说。

新修改的国旗法规定，国庆

节、国际劳动节、元旦、春节和国家

宪法日等重要节日、纪念日，各级

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大型广

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应当升挂

国旗；企业事业组织，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居民院（楼、小区）有

条件的应当升挂国旗。

新修改的国徽法明确，公民在

庄重的场合可以佩戴国徽徽章，表

达爱国情感。

根据新修改的两部法律，国

旗、国徽应当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

重要内容。中小学应当教育学生

了解国旗、国徽的历史和精神内

涵。

同时，新修改的国旗法规定，

不得升挂或者使用破损、污损、褪

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不得倒

挂、倒插或者以其他有损国旗尊严

的方式升挂、使用国旗。该法还明

确，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和商业广

告，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

宜的情形。

环球点击

法国巴黎西北郊
发生一起恐袭事件

法国首都巴黎西北郊16日
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
人死亡，袭击者被警方开枪打
死。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发表
讲话，谴责这起“恐怖袭击”事
件。据法国媒体报道，16日17时
左右，位于巴黎西北郊的孔夫
朗-圣奥诺里讷市街头发生一起
持刀袭击事件，一名当地中学教
师遇害。袭击者随后在邻近城
市因拒捕而被警方开枪打死。

据报道，袭击者是一名18岁
的车臣裔男子，出生于俄罗斯首
都莫斯科，此前有犯罪记录，但
未被法国反恐部门列入监视名
单。 （新华）

10月17日，人们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参观。

10月17日至18日，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

开放日，吸引市民、游客前来参观。 （新华）

10月17日，在成都地铁1号

线，乘客搭乘四川脱贫攻坚“奋进

号”主题列车。

10月17日是第7个国家扶贫

日，2020四川脱贫攻坚“奋进号”主

题列车首发仪式当日在成都举

行。该主题列车以多媒体手段集

中展示了四川高原藏族聚居区、大

小凉山彝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

脱贫前后的图片和视频。据了解，

该主题列车在成都地铁1号线开

行，将一直运营至2020年底。

（新华）

四川脱贫攻坚“奋进号”主题列车

上 线

我国万余家创业孵化载体带动近450万人创业就业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在

此间举行的2020年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上，科技部火炬

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创业孵

化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

底，全国创业孵化载体达13206

家，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人数达

449.9万人，创业带动就业能力持

续增强。

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

国在孵企业和团队数量达65.8万

个，获得投融资1418亿元。在孵

企业拥有有效知识产权90.6万件，

其中发明专利16万件，创新能力

不断提升。从孵化器的区域分布

情况看，2019年，孵化器数量最多

的前5个地区分别为广东、江苏、

浙江、山东和河北，总数量占比超

过54%。其中，广东的孵化器数量

达1013家，位居全国第一；江苏紧

随其后，孵化器数量达832家。

“目前，香港有1家国家级孵

化器，澳门有2家国家备案众创空

间，通过泛珠三角区域孵化联盟，

有效促进了港澳与内地大湾区创

新创业资源的进一步对接和深度

融合。”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

理处处长陈晴说。

1992年12月22日，第47届
联合国大会决定将每年的10月
17日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旨在
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
视，宣传和促进全世界的消除贫
困工作，动员各国采取具体的扶
贫行动。图为4月4日，在乌干达
坎帕拉，工作人员分发救济食
物 （新华）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签署新军事合作协议
新华社努尔苏丹10月17日

电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新闻局

网站消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

古16日访问哈萨克斯坦，与哈

防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签署两国

新军事合作协议，并和哈总统托

卡耶夫就双边军事合作进行会

谈。

根据协议，哈俄将在维护区域

安全、培训军事专家、开展联合军

演等领域加强合作，并深化在国际

组织框架下的军事合作。

托卡耶夫表示，军事和军事技

术合作在双边关系中占重要地位，

这一协议是俄防长访哈的重要成

果。

绍伊古在会谈中说，这是近年

来两国签署的军事协议中最全面

深入的，充分体现两国传统盟友关

系。

另据哈国防部消息，协议将在

哈政府审议、议会批准并由总统签

字后生效，生效后将代替两国于

1994年签署的军事协议。

新华社香港10月17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

署卫生防护中心17日下午表示，截至当日零时，

香港新增1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部为输入性

病例，本地零新增确诊病例。香港累计报告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5237例。香港上一次通报本地确

诊病例零新增是9月29日。

据介绍，卫生防护中心目前正继续跟进确诊

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接触者追踪的工作，并呼

吁市民尽量减少外出、社交接触，避免所有非必

要的外游计划。

根据香港医院管理局通报，截至17日9时，

过去24小时共有12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出院，

至今共有4963名确诊或疑似病人康复出院。香

港目前还有125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留医，其中

12人情况危险、5人情况严重、108人情况稳定。

香港再现新冠肺炎
本地确诊病例零新增

本报讯 10月13日至15日，泉州市全民健身

运动气排球交流活动在泉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三楼气排球馆举行，石狮老体协气排球男子组和

女子组分别获得优胜奖和优秀奖。值得一提的

是，在本次比赛中，今年65岁的陈文绍老同志被

泉州市老体协选中，将作为泉州市老体协气排球

队一员，出征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气排球项目比

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由泉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主办，比赛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并采用中国老

体协最新审定的“气排球竞赛规则”展开对决，吸

引了来自泉州市直、鲤城、石狮、晋江、惠安等10

余支代表队参赛。

石狮市老体协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

石狮的中老年气排球选手来说，参加比赛成绩

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通过运动锻炼身体，还可以

认识更多的朋友。他们表示，通过全民健身运动

会的形式，带动了全民参加体育运动的踊跃性，

也为泉州各县（市、区）中老年气排球爱好者提

供一个施展技艺的平台。 （记者 刘晓娟）

泉州市全民健身运动气排球交流活
动落下帷幕

石狮市老体协
气排球队获优胜奖

一晃眼，中秋、国庆“双节”长

假就结束了。在八天的假期里，

石狮的老人是怎样度过的呢？下

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我市

老年朋友们的长假关键词吧。

关键词 录制

“1、2、3，开始！”国庆期间，位

于石狮宋塘路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二楼大厅格外热闹。在现场导演

的指挥下，参演者陈阿姨和她的

队友们表演的《闽台对渡》节目有

序地进入录制阶段。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今年的

离退休干部文化艺术节汇演从线

下搬到线上，节目参演者分批进

行节目录制，后期做成视频，通过

“石狮老干”微信公众号进行发

布，为全市离退休干部搭起了线

上“文艺大餐”平台，让他们足不

出户也能欣赏到精彩的文艺汇

演。

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先后

有来自石狮老教委各镇（街道）文

艺代表队、石狮老年大学各文艺

演出队等百余名中老年朋友，分

批前往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参加节

目录制，在文艺汇演中度过了一

个忙并快乐的长假。本届离退休

干部文化艺术节汇演节目内容丰

富，有舞台剧、古典舞、民俗舞、太

极表演、合唱等。

录制当天，陈阿姨还特意发

了朋友圈，记录了她们从化妆到

舞台表演的全过程。她笑着说

道：“很多同学、朋友都留言表示

好羡慕我的生活。”

关键词 游玩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石狮

的天气总体上不错，许多中老年

朋友没有选择出远门，而是与亲

友或同学相约到石狮的姑嫂塔、

花海谷、观音山、林銮渡、六也亭、

洛伽寺等本地网红点打卡。

林阿姨和她的姐妹们就是本

地网红点打卡的粉丝。在她的朋

友圈里，从10月2日至7日，每一

天她都发布关于石狮不同网红点

打卡的照片。林阿姨还主动打开

手机相机递给记者看。“你看，仅

国庆长假期间，我的手机里就多

了上百张照片。”林阿姨介绍道。

相册里不仅有每个网红打卡地的

风景照，也有和她的姐妹团在网

红打卡点摆拍的各种合影照。“今

年上半年因为疫情影响，我和我

的姐妹们都待在家里，哪儿也没

去。偶尔翻阅报纸、抖音的时候，

看到不少关于石狮的网红景点，

趁着国庆节一一都去走了遍。”林

阿姨笑着说：“石狮这几年的变化

真大，尤其是城市景观提升方面，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漂亮，美景毫

不逊色于其他星级城市。”

不仅如此，年过六旬的老吴，

在今年国庆期间，还与他的太极

拳友们一道参加石狮武术协会、

石狮市雄心太极拳会、卢厝狮阵

武术馆联合策划的“雄狮献瑞 狮

来运转”狮阵登宝盖非遗旅游推介

活动。在游宝盖山赏美景的同时，

还不忘组队在宝盖山打起了太极，

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关键词 陪聊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

孩子，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

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

事情向爸爸谈谈……”这首老歌

《常回家看看》，许多人都会哼唱，

歌词道出了所有老人的心声。在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里，有

儿女陪聊是许多老人最幸福的

事。

在外地工作的小林原本计划

春节要带着老公和孩子回石狮看

望父母，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挡住了她回家的脚步。“当时

挺难受的，定了大年初一的机票，

准备回老家陪陪父母，结果父母

听闻疫情的消息后，再三强调安

全第一，团圆随时都可以。”说起

在石狮的父母，小林分外想念。

终于，在这个中秋、国庆的八天长

假，她和老公带着孩子踏上了回

家的路途。当记者问到回家的这

些天，女儿都在干什么时，小林的

父母笑着说：”有至少一半的时间

都在陪我们唠嗑。比如小外孙升

小学后的事，自己和老公工作岗

位调整的事，她都跟我们聊。不

仅如此，细心的她还教会了我们

玩抖音、视频号等，让我和她爸身

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父

母和儿女聊得尽情，许多年不见

的老朋友、老同学、老战友也在这

个国庆长假见了面，并且聊得很

尽兴。孙大叔就是其中一位，这

个假期里，他和他的老同学们相

约在某酒店，边品美食边聊天，聊

得十分畅快。

关键词 观影

今年中秋、国庆节假日期间，

《夺冠》《我和我的家乡》等影片可

谓是赚足了老、中、青三代人的眼

球。年过六旬的老戴告诉记者，

这个假期，他们全家总动员，一起

去了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一场是

《夺冠》，一场是《我和我的家乡》。

谈到这两部电影，老戴有话要说：

“《夺冠》就不用说了，我们见证了

中国女排六连冠，以及后来陷入低

谷又重新崛起全过程。当年看女

排比赛，那真叫一个热闹。女排精

神就是顽强拼搏、永不放弃，是我

们这代人从年轻时起就一直追随

的精神食粮。《我和我的家乡》跟去

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很像，都是几

个小故事，每个故事内容都不一

样，在我看来，就是从不同角度展

现这几十年来祖国的飞速发展。”

老林也去看了场电影，叫《姜

子牙》，是一部动画影片。“这部电

影，我是陪孙子去看的，去年陪他

看了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加

上今年这部《姜子牙》，算是陪孙

子看的第二场动画电影了。我觉

得现在的国产动画电影越来越好

看，它不仅是给孩子看的，也是给

大人看的，既让孩子对传统的中

华文化产生了兴趣，还能引起一

些思考，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像

这部《姜子牙》，我的孙子看完之

后，就对封神演义的故事产生了

兴趣。后来，我们又由电影讨论

了对善恶的理解以及做事要坚持

的意义。”

（记者 刘晓娟）

录制艺术节视频、打卡网红点、与儿女唠嗑、电影院观影……

石狮老人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假期生活 精彩回放

涉老动态

石狮市医学影像学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135058156537152X6，

于2020年10月16日经理事会决

议终止活动，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

清算，清算组由侯国富、林金吉、

蔡铭圳等人组成。请有关债权人

于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我学会清

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

续。

联系人：侯国富
电话：13905088898
地址：石狮市石锦大道2156号

石狮市医学影像学会
2020年10月18日

清算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