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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再出发
在刚刚散场的一个影厅里，
记者发现不少座位上、地上遗弃
着许多食品包装袋、空饮料瓶、爆
米花桶、瓜子壳等垃圾。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最近观影的人数众
多，影院保洁人员的工作量大大
增加，同时也难免出现了个别角
落垃圾没清扫干净的情况，影响
了后来者观影的心情。
“但是也不是所有观众都这
样，大部分观众还是会自觉地将
自己的垃圾带走。”他呼吁，干净
整洁的影厅环境，需要所有人共
同维护，希望大家看完电影后，自
觉将垃圾带走。举手之劳的小
事，这是对影院的尊重、对他人尊
重，更是对自己的尊重。
除此之外，影院公厕也成为
了不文明行为的多发地。一位保
洁阿姨告诉记者，由于影院内禁
止吸烟，所以公共卫生间便成了
某些烟民的“吸烟区”，到厕所吸
烟的人几乎一天都不断，烟头到
处乱扔，男厕所也成了商场内难
清洁的地方。
文明观影是一种社会责任，
观众的一些不文明观影行为不仅
是对电影本身的不尊重，也破坏
了大家看电影的愉快心情。近年
来随着文明城市的创建，观众们
大声讲话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有人脱鞋、抖腿等行为。“希望广 的观影素质提高了，影院的环境
记者采访获悉，不少人表示 大市民不要看了电影，却丢了文 也越来越好，但一些不文明现象
依旧存在。文明观影做体面人，
在观影过程中，或多或少都遇到 明。”张先生说。
文明观影环境要靠大家共同营
过一些烦心事。例如，不少市民 影院内垃圾请勿落地
造。
（记者 林本鸣）
难以忍受影厅内儿童吵闹嬉戏，

不文明观影行为要不得！
如今，去电影院看电影已经
成为许多人放松、休闲的一种生
活方式。进入牛年，今年的春节
档电影也迎来了开门红，不少市
民都选择邀上亲朋戚友走进电影
院，享受文化大餐。然而，记者注
意到，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一
些观众的不文明行为破坏了其他
人看电影的雅兴。
不文明观影行为惹人烦

最近，春节档电影上映掀起
了一股观影热潮，刚刚看完电影
的市民洪先生却并不开心。“看电
影时被后排的小孩子踢椅背，劝
阻的时候和其家长发生了冲突，
导致电影没看完就愤愤离场。”洪
先生说，自己一开始先是好声劝
阻，但小孩子的家长没当一回
事。没过一会，小孩子又开始踢
椅背，洪先生再次转头劝阻，该家
长却认为洪先生没事找事，双方
便开始争执起来。为了不影响现
场其他观众观影，在影院工作人
员的调解下，洪先生只能先行退
场。
电影院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大
家保持安静的场所，观影过程中
大声交谈或打电话，都特别影响

他人的观影心情。市民张先生也
说道：“ 我最反感观影正酣的时
候，影院里突兀地响起手机铃
声。如果有急事必须接电话，最
好移步影厅外。电影放映过程中

曝光台
羊群啃食绿化带

近日，记者途经学府路时看到，有羊群正在啃食
路边的绿化带。据附近居民反映，该羊群是附近的养
殖户所放养，行走时还随地排粪便，破坏了环境卫
生。
（记者 林本鸣 张泽业）

公园游客乱扔垃圾

节俭的餐桌让春节更有意义
措引导顾客按需点餐，光盘行动
已成为春节餐桌上的新时尚。
光盘多了，剩饭剩菜少了，折
提倡光盘、反对浪费、适量点 射出的是市民群众文明意识的提
餐……记者近日走访一些餐饮门 高。节约粮食，不仅关系到对社
店发现，今年春节，不少门店多举 会资源的珍视，更意味着对他人

文明观察

劳动的尊重。古人作出“粒粒皆
辛苦”这句传世名诗，警示我们不
能浪费和糟蹋粮食。一个人节约
一点粮食，可能微不足道，但若人
人都能节约一点粮食，累积聚合
在一起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对
春节寄予美好的期盼，会在吃年
夜饭时剩下一部分，寓意为“年年
有余”。但今天，随着时代进步，
绝大多数人已经实现了衣食无
忧，人们不再食不果腹，平日里的

吃穿用度与春节相比并无两样，
这个时候“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更应该成为节日餐桌的新常态。
以节俭为荣，以浪费为耻，居安思
危、忆苦思甜，更能让我们的春
节，过得更加有意义。 （林本鸣）

灵秀紧抓发展机遇开好局

厝仔村复查确认继续保留
“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号

“文化立村”规划为乡村振兴注入
“灵魂”
本报讯 记者2月20日从蚶
江镇获悉，日前，根据中央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复查确认
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的通
报，蚶江镇厝仔村经复查确认继
续保留“全国文明村镇”荣誉称
号。
近年来，厝仔村坚持党建引
领，突出基层党组织作用，以巩固
“全国文明村镇”为抓手，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要求，强化组
织领导，健全规章制度，加大投资
力度，完善基础条件，丰富创建平
台，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
良好局面。
据悉，厝仔村党支部、村委会
在创建“全国文明村镇”“泉州市
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核心作用，强化党员意

凤里谋划绿化美化专项行动
本报讯 2月 22日，
记者从凤里街道获悉，为
切实做好2021年全民绿化
美化专项行动，进一步提
升凤里中心城区品位和文
化内涵，实现“满城见绿、
遍地开花”的宜居环境，打
造一个更加优美、精致的
凤里，今年开春，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结合实际，制定
了一系列实施方案。
据悉，为进一步营造
整洁美丽的市容环境，今
年街道将以“三清”“三整”
活动为主线，针对大仑、五
星、后花社区等薄弱区域
为重点，持续开展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活动，同时制
定出台社区环境卫生考评
办法，进一步巩固“家园清
洁”行动成果，逐步实现社
区从“一时清洁”向“长期
整洁”转变；充分利用闲置
土地建成一批口袋公园、
小菜园、小果园、休闲场
所，利用石狮发源地、老街
等各种文化符号，打造具
有石狮特色的微景观和网
红打卡点，并推进沿街建
筑物立面景观整治，实现
沿街道路路面、墙面、屋顶
立体绿化美化，展现美丽
凤里新风采。该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2021年该街
道将完成建设8至10处口
袋公园、微景观、小菜园或
休闲场所，各社区建设不
少于2处的口袋公园、微景

识、标杆意识，带领农民群众推进
移风易俗、改进生活方式、提高生
活质量。同时，规划先行，坚持高
标准开展村庄规划，以满足村民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
落脚点，按照“文化立村、文化兴
村”的发展思路，加大投入，高标
准规划建设了村民文体活动中
心、文化综合服务中心、老人体育
运动场、乡土文化公园（一期）等
一批乡村精品工程，“高颜值”文

春节期间，公园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但是记者在地面上、草丛中却发现了许多本不属
于这里的东西，用过的纸巾、饮料瓶等杂物被个别不
文明的游客随手乱扔，破坏了公共环境的整洁。
（记者 林本鸣 郑秋玉）

体活动场所陆续亮相，丰富了农
村文体活动阵地，提升了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该村依托服务
平台，为群众提供多样化的文化
服务，常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以
此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
乡村振兴注入鲜活的“灵魂”。
此外，厝仔村逐步完善治安
系统、改造夜间照明等项目，提
升全国文明村的“颜值”；拓建阵
地，建设村史馆、乡村振兴馆、党

建文化走廊、党代表和人大代表
工作室等治理载体，开辟党建宣
传新阵地，新增一道亮丽的“红
色风景线”，不断提升基层组织
力；推行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网
格化管理体系，建立集纠纷调
解、综治维稳、民意收集、困难救
助、文明新风为一体的党员服务
队，不断增强村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曾秀宝）

全民绿化美化行动

观、小菜园以及2处立体绿
化建设。
同时，将凤里街道振
兴路示范街区创建活动与
鸳鸯池公园景观改造工程
串联结合起来，围绕街区
环境卫生、秩序管理、车辆
停放、广告牌匾、交通设
施、公共空间、架空管线、
绿化亮化等方面狠下绣花
功夫，实现街容整齐美观、
环境洁净卫生、交通规范
有序，营造良好的文化、休
闲、娱乐和营商环境，力争
参观沙美微景观
将振兴路打造成凤里乃至
石狮的一个新亮点。除此
之外，还将积极配合市直
祥芝开展全民绿化美化动员活动
部门开展城市重要节点、
本报讯 2月22日，祥芝镇召开 区，创建古浮学生街示范街道；全民 镇村干部都会跟随各村书记的介绍，
走廊夜间照明亮化提升活
动，对八七路等重要节点 全民绿化美化专项行动动员大会，镇 植树植绿，包括泉州海洋学院约1万 了解该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取得的
的酒店、银行、机关事业单 主要领导、涉及镇两委和挂村领导、 平方米绿化，祥鸿大道与沿海大通道 成绩与变化。其中，沙美村的群众广
位等高层建筑进行夜景点 涉及镇干部和下村干部、各村“两 交叉口处约1万平方米开展植树造 泛参与特色乡村景观建设，西偏村立
缀，提升夜景照明品位。 委”、各村老人会会长参加活动，全民 林，祥宝路、宝狮路沿街店面认养门 足宝盖山下与闽南理工学院的优势
对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 动员，更好引导、带动全民参与绿化 前三棵树、管好门前一片绿、承包门 资源发展村集体经济和美丽乡村建
户外广告，以及缺字不亮 美化专项行动，倾力打造祥芝特色 前一景点系列活动，水产路道路两侧 设，邱下村大力清理废品收购站等做
的霓虹灯、发光字，城管办 “碧海银滩、千帆渔港、林田古厝”的 绿化、围墙美化，各村民房房前屋后 法和措施，都给观摩学习人员留下了
要加强巡查，责令限期整 人居之美。
绿化美化，开展绿色乡村行动；亮化 深刻印象。大到村集体经济的壮大
改，各社区协助动员商户、
会上解读了《祥芝镇 2021年全 城市夜景，包括渔港大道亮化工程、 发展思路，小到村间绿化点缀的搭
房东及时维护更新，共同 民绿化美化专项行动方案》。据悉， 烟墩山步道亮化工程、镇区主要道路 配，观摩人员边走边看，并结合本村
维护好石狮美丽夜景。
该方案共分为七个方面、十八个项 路灯修复亮化；评选绿化先进，开展 实际参与到热烈讨论中。祥芝镇主
值得一提的是，该街 目。其中包括：建设美丽家园，进行 “最美庭院”“最美村居”评选活动。 要领导强调，通过兄弟乡镇对本辖区
道将在3月份广泛开展“种 家园清洁行动、美丽家园建设项目
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切实增 特色乡村建设历程的详细“解剖”，让
一棵小树，绿一方净土”的 （微景观点）、公厕新建改建；建设“绿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突出重点，全力 祥芝各村能够学先进，找差距，取好
植树爱树护树活动，增强 盈乡村”，包括沿海路两侧林相提升 推进绿化美化专项行动，加强领导， 经，多思考，多用心，探索一条因地制
市民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和树木补植、大厦溪溪流综合治理、 为绿化美化专项行动提供保障。
宜适合本村特色的发展新模式，利用
达到净化、美化环境的目 祥渔烟墩山农村污水管网建设；建设
随后，祥芝镇组织参会人员前往 绿化美化工作的推进提升村庄“颜
的。
景观节点，进行烟墩山景观建设、古 永宁镇沙美村、西偏村以及鸿山镇邱 值”，打造宜居祥芝。
（记者 陈嫣兰） 浮学生街入口节点公园；建设示范街 下村进行观摩学习。每到一处，祥芝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王娇婷 文/图）

本报讯 2月22日上午，灵秀镇召开2021年工作
部署会议，部署2021年全镇工作重点，梳理任务，细化
落实。灵秀镇党委、政府将围绕市委、市政府“五拼”
和“六个专项行动”，结合灵秀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
确定工作重心，制定目标任务。会议强调，全体党员
干部务必落实“三个再”，即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
以“牛”的精神奋斗2021年，开好“十四五”先局。
灵秀镇主要领导表示，灵秀镇电商产业发展态势
强劲，石狮市跨境电商总部就设于灵秀镇轻纺城，并
出台一系列推进政策，灵秀将迎来电商发展机遇期。
同时，镇村两级干部务必增强人人都是招商员，都为
招商做贡献的意识，引项目抓项目促落实，优化营商
环境。
据悉，在2021年，灵秀镇将开展城市规划策划专
项行动，打造灵秀高铁新区；开展古建传承保护专项
行动，摸排辖区内50年以上古建，对古建筑传统风貌、
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修缮；开展全民绿化美化专项
行动，每个村今年要建设不少于3处的小口袋公园、小
菜园、小果园、休闲场所、微景观、网红打卡地等小生
态板块。
（记者 陈丽明）

宝盖促开工抓安全同推进
本报讯 “公司开工了没？”“ 首先要做好自检工
作，确保生产安全。”连日来，宝盖镇领导班子成员分
头行动，深入挂钩的重点规上企业走访。据悉，节后
一开工，宝盖镇便迅速组织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促
开工抓安全同步推进。
辖区企业开工情况怎么样？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与困难？安全生产是否落实到位？宝盖镇在开展企
业大走访时，一手解难题促开工，一手抓排查保安
全。春节前，该镇通过“智慧宝盖”安全生产巡查平台
给全镇安全生产网格人员派发任务单，督促责任人员
按时完成季度排查与整治任务。节后，该镇在抓好服
务保障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确保企业开工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不误，为全年生产
发展打好基础。与此同时，镇村两级同步抓紧推进自
建房加工场所消防评查整改工作，督促房东与相关责
任人员落实好整改措施，保障安全生产。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吴培滨）

金林入户开展反诈宣传
本报讯 2月22日，湖滨街道金林社区党支部联
合辖区各小区党组织、湖滨派出所民警开展“新年开
门办一件实事”活动。据悉，近年来，该社区党支部积
极推进近邻党建工作，不断推动力量、资源下沉，丰富
近邻服务供给，增强居民获得感。
在此次活动中，党员们深入和冠商务豪庭、泉美
豪庭等小区，检查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落实情况，关
心居民近期生活状况。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老年人群
体容易上当受骗的特性，党员们还通过分发反诈材
料、讲解案例等方式开展反诈宣传，并指导小区居民
群众注册“金钟罩”反诈预警系统，提升反诈警惕性。
（记者 黄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