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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石狮市总支部：

让文脉乡愁在古建保护中延绵
古朴的石砌渡槽下，鹅卵石
铺地，石间种草，这样的进村通
道，让华山古民居的“古味”自然
而真切。穿过渡槽，“ 归园田居”
般的传统乡村景致扑面而来——
田埂交错、步道蜿蜒，田野中保留
农物四时耕作，还有水车、石碾、
谷仓、稻草人小品等散落其间，平
添几分农趣。
走过这片农耕文化园，一片
精美的红砖古厝群跃入眼帘。这
里大部分的古民居都是清代、民
国时期建筑，构造精细、装饰精
美、艺术价值较高。在保护修缮
过程中，石狮采取以修代租形式、
秉持“整旧如旧”理念，最大化留
住古建筑的结构、肌理。如今，华
山村已完成14栋古民居的保护修
缮，同步进行房前屋后景观提
升。日常，市文旅公司则通过举
办农耕认植、书画创作、泥塑DIY、
非遗表演、在线旅游推介等形式，
提升项目的知名度和体验感。如
今，这里已成为石狮全域旅游的
一处“网红打卡点”。
华山古民居的美丽蜕变，只
是石狮在城乡建设、环境打造中
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
落、历史街区等古建筑保护提升，
实现与美丽生活、美丽经济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的一个缩影。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古
（上接一版）杨孙西服饰文化
博物馆已于2020年10月完工，目
前正在进行内部装潢和文化展示
品入馆对接工作，预计今年11月
试开馆。蔡萌芽要求，要加强对
接，抓紧做好布馆工作；将博物
馆区域作为整体进行景观设计，
提升档次和品位。
蔡萌芽强调，要提升城市品
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从细节入手抓城市管理，从
品质入手抓形象提升，推进城市
精细化管理，以“绣花”功夫提升

建保护一般有三种模式：1.0模式
是简单拆除重建，2.0模式是留下
古建迁走原住民，3.0模式是见人
见物见生活式的“活态保护”，而石
狮远见地选择了第三种。“既做好
保护提升，让老百姓记得住历史、
留得住乡愁；也做好活化利用，让
历史文化与城市发展相融共生。”
在城市更新改造中，这样的
理念，贯穿在规划、建设、管理的

城市管理质效，打造精品城市。
要提升城市风貌，加大“三清”
“三整”力度，因地制宜实施“见
缝插绿”工程，精心雕琢景观景
点，合理规划设计休闲娱乐、城
市书房、停车场地等功能设施，
为群众提供更舒适、更方便、更
优质的休闲场所。要盘活资源资
产，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探
索“变闲为宝”，把闲置楼宇转化
成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和“新阵
地”。
（记者 许小雄）

各个环节。
“我们将文物、古建保护事业
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乡规
划，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市住建局建设股相关负责人
介绍。同时，全面开展古建普查
和登记造册，分类认定公布文物
建筑、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
做好历史建筑定线落图保护。目
前已公布认定两批次历史建筑

155栋，并做好测绘建档、定线落
图、专题网页、数据库建立及挂牌
保护工作。此外，完成全市39处
各级文保单位数据录入及238处
不可移动文物基础信息填报。日
常中，则按照“重点检、普遍查”原
则，推动管理保护常态化。
如果说华山古民居是石狮传
统古村落走向新生的代表之作，
那么，永宁古卫城就是历史街区

焕发光彩的靓丽名片。
近年来，对古卫城城门城楼
进行了修缮、对城隍庙周边广场
进行了提升；老街管线下埋、路面
重新改造，相关基础配套不断完
善。同时，推动老街沿街商铺收
归国有并统一进行规划修缮，出
台旅游业态相关扶持政策引入业
态经营。2019年初，首批修缮完
成的7家店面成功招商引进创客
入驻，在留住“乡魂”的同时，也让
老街增添活力。
还有王起沃故居、景胜别墅
等古厝，或修缮提升、对外开放，
或留物留人、细心守护，实现了传
承和活化两相宜。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
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
守护好百姓的乡愁。“ 在因地制
宜、保护修缮的基础上，强化宣传
推广、通过文旅融合，这样才能让
历史古建、古村、老街既‘延年益
寿’也永葆生机。”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坦言。为此，今年，石狮还
将以“古建传承保护”专项行动为
抓手，着力抓好“五个一”工作（增
加一批保护对象、建立一套有效
机制、开展一轮修缮活化、成立一
个保护基金、组织一群参与力
量），持续提升整座城市的品位和
厚度。（记者 康清辉 茅罗平 通
讯员 杨朝阳）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边防民警到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心主任邱松表示，此次得到福建省
海上搜救中心表彰奖励，他们深受
鼓舞和鞭策。该中心现拥有海上
救援快艇3艘（分别为40马力、85
马力、140马力，航速为 25节~30
节），还拥有海上救援消防船两艘，
目前正在积极筹资建造增添数艘
新的海上救援船。海上救援装备
的逐步完善和正规化，将积极推进
石狮市社会力量的海上搜救水平
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进步，使石狮市
社会力量的海上救援范围从沿海
水域扩大到近海水域，再到深远海
水域，更好地为石狮市日益发展的
海洋捕捞业保驾护航。
（吴双琼）

凤里派出所
全面推广外籍人员自主登记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石狮市
公安局凤里派出所获悉，该所借助
自主研发的“凤里微警务”APP，提
前布局应对疫情防控时期可能出
现的外国人大量入境情况，全面推
广“凤里微警务”的外国人临时居
住和出入境报备自主登记功能。
今年来，该所组织中方联络人培训
3场次，持续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
境。
据悉，石狮作为休闲服装名
城、工贸港口旅游城市，有大量外
国人来此经商、贸易。为了方便国
外采购商办事，凤里派出所特地设

立外国商人服务办公室，并自主研
发“凤里微警务”APP。外国人的中
方联络人可在APP上替外国人办
理居住登记、出差报备、离境报备，
所有业务线上流转，实现“一趟不
用跑”，具有显著引领示范效应和
复制推广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石狮市公安
局凤里派出所研发的“凤里微警
务”APP，经过初选，在103项举措
中脱颖而出，已被推荐参评泉州
市优化营商环境“最具获得感”十
大举措。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蔡进益）

石狮市总医院
开展麻醉周宣传义诊活动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总医院
开展麻醉周宣传义诊活动。现场，
麻醉科医师为前来义诊的患者开
展颊针治疗，为孕妈学校授课 ，解
答市民关于麻醉、麻醉评估、疼痛
门诊、分娩镇痛等相关疑惑，并开
展心肺复苏演示。
3月29日至4月4日是中国麻
醉周，今年的主题为“疫情防控救
重症，分娩镇痛护新生”。因此，此
次宣传，围绕“敬畏生命，关注麻醉

——疫情防控救重症，分娩镇痛护
新生”这一主题进行，旨在介绍麻
醉学科和麻醉医生在急危重症患
者诊疗以及突发事件救援中的使
命与担当；普及分娩镇痛相关常
识，推动分娩镇痛普及实施，为进
一步降低剖宫产率，降低分娩相关
并发症，保障母婴健康安全保驾护
航。同时，麻醉也适应病人舒适化
医疗要求，在无痛胃肠镜等方面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记者 许长财）

2020年，石
狮 市 吹 响“ 逐
梦 —— 家 门 口
790
优 质 教 育 ”号
重点提案篇
角，进一步补齐
教育民生短板，
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的教育获
得感。目前，温州市、厦门市组建教育集团，国企主
动履行社会责任，协助政府补齐教育事业发展短
板，助力教育走向公平、优质、多样化发展。民进石
狮市总支部课题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建议我市组
建教育集团。
民进石狮市总支部认为，教育是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组建教育集团有助于缓
解财政投入乏力的局面，将部分教育资产转化为经
营性资产，变存量资产为增量资产，实现加大教育
投入与国资保值增值。
围绕教育集团的架构，民进石狮市总支部在政
协提案中提出了方案，建议由产投、城投、文旅三大
国企共同注资，组建石狮教育集团有限公司，纳入
市国资委统一管理，吸收教育系统行业精英参与教
育管理。可按照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公司运营方式，
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机制，独立运营，利用国有资源
的优势，合理化对接教育系统可资产业化发展业
务，实现保值增值。可发展普惠性幼儿园、教育后
勤项目、特色优质学校、校外培训机构、教师培训机
构、研学拓展服务、特殊教育机构等业务。
民进石狮市总支部建议，教育集团可通过定期
会商、资源共享、稳步推进、产融结合、注重管理等
方面进行发展。可指定市领导专人分管，建立联席
会议制度，组织财政局、教育局、自然资源局、住建
局、国资委、产投、城投相关人员定期研究，制定相
关制度，按程序报批。同时，深入调研摸清相关部
门可资促进教育集团发展的无形资产资源，制定规
矩，纳入管理运营，实现资源优势最大化。
“对目前急需运营的幼儿园与可营利的项目，
先着重开展幼儿园、青少年培训、学校食堂、校服等
业务。根据时机成熟程度，稳步推进其他业务板
块。”民进石狮市总支部提出，“还可推进产融结合，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资产资本化，尤其要注重聘
用专业人才，制定科学管理机制。”
（记者 谢艳 通讯员 蔡晴芸）

石狮市
举办街头艺术达人赛

石狮市海上搜救社会力量
获省表彰奖励
本报讯 记者从泉州海事局获
悉，近日，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首
次召开海上搜救奖励表彰会，对
2019年度积极参与海上险情应急
处置并取得成效的55支社会力量
予以表彰奖励并颁发了奖励金，总
部设在鸿山东埔的泉州市港兴海
上义务救援中心榜上有名，同时获
得奖励金1万元。这是福建省海
上搜救中心对石狮市海上搜救社
会力量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也是
泉州市港兴海上义务救援中心继
去年年中获泉州市海上搜救中心
表彰后，再次获得了上级有关部门
的表彰和奖励。
泉州市港兴海上义务救援中

组建教育集团
提升石狮教育质量

本报讯 东埔边防派出所
日前组织党员民警参观廉政教
育基地，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切实增强党员民警廉洁
自律意识，筑牢党员民警拒腐
防变的思想防线。
在廉政教育基地，支部党
员民警依次参观“党纪篇”“党建
篇”“教育篇”等几个主题展区，
参观结束后，支部组织全体党员

民警重温了《入党誓词》。在现
场交流研讨中，全体同志一致反
映，通过参观学习深受教育启
发，切实接受精神洗礼，进一步
筑牢思想防线，警醒自身“知敬
畏、存戒惧、守底线”，增强“守初
心，担使命”思想自觉和责任担
当，强化了从身边小事做起，防
微杜渐、抓早抓小的自觉性。全
体同志一致表示，要进一步扎实

开展主题教育，坚决做到清廉务
实为民、忠诚干净担当，时刻用
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言行，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提高政治站位、坚
定理想信念、筑牢忠诚警魂，全
力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卢
彬彬 文/图）

深埕边防派出所民警祭奠英烈
本报讯 深埕边防派出所
近日联合琼山中心小学师生等
前往邱奕凯烈士纪念碑前举行
清明节祭奠英烈活动，缅怀革
命先烈，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
牢记使命任务，传承革命精神。
当日下午，所有人整齐队

列，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伫立
在庄严肃穆的烈士墓碑前，认
真聆听邱奕凯同志的英雄事
迹，通过向烈士献花圈、脱帽默
哀、鞠躬致敬等方式，深切缅怀
和悼念革命烈士，追忆英雄事
迹，表达崇敬之情。

参加活动的民警纷纷表
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
进一步学习和弘扬公安英烈精
神，以最饱满的热情和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实践中。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邱彬漪）

石狮七中开展法制讲座
本报讯 近日，祥芝边防派
出所民警到石狮市第七中学开
展法制讲座,进一步提高青少年
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增
强学校师生法治意识，营造文
明、平安、和谐的校园育人环境。
讲座中，民警根据当前的社
会和校园周边安全形势，对学生
应有的法制责任以及如何提高
自身的法律意识、安全素质等问
题进行了详细讲解，用一个个鲜
活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案例，以案
释法，以法论事，并就如何在自
身遭受危险时刻机智报警求助、
受到不法侵害时如何运用法律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怎样抵制
通过此次法制进校园活动， 一步增强了学生基本法制观念
不良网络信息，和同学们进行现
场解答互动，增强了同学们的法 有效引导和帮助了青少年学生 和自我保护能力。(记者 张军
树立“学法、知法、守法”意识，进 璞 通讯员 许玉堂 文/图)
制观念和安全意识。

本报讯 4月7日，记者从市文体旅游局、市文
化馆获悉，2021年石狮市街头艺术达人赛启动。
参与本次比赛的街头艺人，是指从事街头艺术
的自然人或5人以下的团体，主要为艺术型；表演
的方式和内容应符合时代主题，内容积极向上，弘
扬正能量。
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网络报名时
间为4月5日至4月9日，报名平台为“石狮旅游”及
“石狮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主办方将在汇总报
名材料后进行审核，并通过“石狮旅游”及“石狮市
文化馆”微信公众号公布参赛的艺人名单。
据悉，4月10日开赛，每四周决出月冠军等奖
项，每周邀请十名街头艺人参赛，周赛前3名进入
月赛。周赛、月赛冠军分别获得500、1000元的奖金
奖品。周赛冠军以上荣誉者将颁发石狮市街头艺
术达人证书，每年将受邀参加由主办方在大型广场
或室内剧场组织开展的优秀街头艺人才艺展演等
活动。
（记者 王秀婷 通讯员 黄嘉）

醉酒男子
头被路灯杆缝隙卡住
本报讯 4月7日凌晨2时，泉州市丰泽区城东
街道体育街一KTV门口，一名醉酒男子把头伸进路
边路灯杆的缝隙内，结果被卡住了。泉州市丰泽区
城东消防救援站消防员立即赶往现场救援。
只见一年轻男子头部卡在路灯两根杆子中间的
缝隙内，男子一身酒气，口齿不清。消防员用液压钳
把路灯杆子中间的缝隙扩大，很快把男子救出。
据被救男子的朋友介绍，事发时男子酒喝得有
点多，可能酒精上头，好奇心加重，就把头伸进路灯
杆子中间的缝隙，结果被卡住了。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吴文霞）

南安警方斩断一条
云南到北京贩毒路
夫妻双双落网

本报讯 4月2日，南安警方远赴北京，又从北
京追至云南，在云南楚雄成功抓获涉嫌贩卖毒品的
犯罪嫌疑人毕某夫妻，成功斩断一条从云南发货至
北京、线下转为线上的贩毒之路。目前，两名嫌疑
人已被南安市公安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昨日，警
方通报此案。
今年 3月，南安东田派出所获悉有人从网上
“淘毒”——即在网上贩卖毒品、线上交易、快递发
货，立刻展开侦查。
经查，毕某本是某工地的工人，工作虽说辛苦
了些，但家庭、生活还算美满，可今年春节，工地停
工了，毕某失去经济来源。这时，他在微信上看到
有人在贩卖药品，便萌生了做微商卖药品的想法。
加医药微信交易群、发广告、接待客户，妻子收款、
收发快递……夫妻俩忙得不亦乐乎，一切仿佛都在
好转……不曾想，毕某在尝到了甜头之后竟开始进
行毒品贩卖行为，并成功向网友售出。然而天网恢
恢，最终，夫妻俩落入法网。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卢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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