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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网络热点

近年来，石狮依托纺织服装全产业
关键词：
链优势，积极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
体系，电子商务成为城市新名片，荣膺
“电商” “中国直播电商发展示范市”
，并跻身全

国直播电商区域发展指数百强榜单。
日前，本报微信公众号刊载《近4万
卖家，日均发货超120万件！石狮电商发
展劲头足……》，将石狮电子商务的这份
发展成绩告诉本地读者和网友，大家也纷纷表示，这
份成绩来之不易，政府部门出台了众多政策进行扶
持，期待未来有更大的发展。
作为福建省“互联网+”先行试点城市，石狮完整
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催生了活跃的电商市场，全市九成
以上纺织服装企业均已对接电子商务销售渠道，目前
全市拥有近4万个电商中小卖家、7个淘宝镇32个淘
宝村，电商日均发货量超过120万件。

上周末恰逢清明假期，石狮市各部
关键词：
门各镇（街道）结合春季森林防火宣传月
在节前立体式、全方位开展宣传教
“禁火” 主题，
育，全力营造“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浓

厚氛围。各镇（街道）也纷纷强化管控、
全员动员，严守进山卡点，倡导文明祭
祀，强化火源管控工作。
日前，本报微信公众号刊载《违反
“禁火令”将依法严惩！石狮立体式开展清明森林防
火宣传》，并在报纸上发布“禁火令”，开辟森林防灭火
专栏，刊登典型案例3篇以案释法，发挥案例的警示作
用，增强全民森林防火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每年清明前后是森林火险高发期，文明祭扫，禁
火防火成为该阶段的关键词。需要提醒的是，“禁火
令”将持续到4月15日，目前仍要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违反规定者将被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春光明媚的四月天，陶醉了林徽因，
关键词：
让她不禁吟诵出“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芳菲” 白居易又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

花始盛开”。不论四月的春色如何多变，
但是诗人们在四月里的情思和见闻，总
是那么令人神往。
四月的石狮，却是一片春花烂漫的
芳菲，和游人赏花踏青的悠闲。近日，本
报微信公众号刊载《到石狮，感受人间芳菲四月天》，
一幅幅精美的“花样”美照，惊艳了不少读者和网友，
大家都对石狮的美景赞不绝口。
石狮四月的芳菲，让遇见这一路花海的我们迷醉
其中，这一片盛放的气息，也充满了治愈的力量，让人
倍感珍惜。
（陈丽明 整理）

《2020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发布

2020 年收到近 7 万份
“微信遗嘱”

近日，中华遗嘱库发布《2020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以下简称
“白皮书”）。中华遗嘱库是由中
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
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于2013年3月
21日共同发起主办、由北京阳光
老年健康基金会承办的公益项
目。八年间，遗嘱咨询量逐步上
升 趋 势 明 显 ，共 登 记 保 管 了
190866份遗嘱。
除了 80 后和 90 后以外
00 后也开始立遗嘱

涉及到房产。
截止到2020年底，“90后”立
遗嘱总人数达到553人。数据上
来看，几乎所有“90后”的遗嘱都
涉及到银行存款，该现象说明，存
款是“90后”的主要财产。与其他
年龄段的人群不同的是，“90后”
的遗嘱中，“虚拟财产”的纳入和安
排成为其一个突出的特征：支付
宝、微信、QQ、游戏账号等虚拟财
产是“90后”遗嘱中常见的财产类
型。经分析，“90后”订立遗嘱的
原因主要是“避免财产下落不明”。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在
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最年轻的遗
嘱人年龄是17周岁。除了“80后”
和“90后”以外，“00后”也开始订
立遗嘱了。

有什么新鲜事、新闻线索，欢迎加入本刊交
流平台，通过QQ、微信、微博、邮件，以文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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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白 皮 书 数 据 显 示 ，在
2017年，共有73位“80后”在中华
遗嘱库订立遗嘱，到了 2020年，
“80后”订立遗嘱总人数达到503
人，短短4年时间，一共翻了将近7
倍。分析发现，“80后”订立遗嘱 “微信遗嘱”受年轻人青睐
的人群中，都是属于家庭内部无纠 但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纷且本人身体健康，订立遗嘱更是
希望“未雨绸缪”。
据了解，“微信遗嘱”其实指的
数据显示，“80后”订立遗嘱 是网友在中华遗嘱库开放的
“幸福
的人数，每年呈上升趋势，2020年 留言”小程序上发布留言。2
020
比2019年增长了2倍多，该数据暴
年，
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
大部分
涨与2020年暴发新冠疫情有一定
关系。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80 市民无法出门办理遗嘱，因此许多
后”，肩负着家庭、社会等巨大压 人选择通过在网上写下“微信遗
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思考及早订立 嘱”，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
遗嘱。“80后”的遗嘱中，有97.23% 愿。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华

似乎在和其他风筝比赛呢！妹妹拿
着一只蝴蝶风筝，她不停地跟在身
旁，兴奋地喊道：“加油，加油！”
不远处，一个小男孩也成功放飞
了一只漂亮三角形风筝，他认真地
拉着线，风筝越飞越高。你看，风筝
一会儿翻个身，一会儿绕个圈，一会
儿摆个尾，像是在炫耀它的美丽，又
像在和白云嬉戏。他的父母正静静
地望着翱翔在无边无际的蓝天中的
风筝……
笑声，欢呼声，奔跑声，交织在这
美丽的草坪上，便成了一曲动听的音
乐，为天上舞蹈的风筝伴奏，这便成
了我与风筝最美好的约会！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三年2
班 甘岱旻 指导老师：丁碧清）

“噼噼啪啪”，又一年春节在声声 很久以前有一只叫“年”的怪兽，经常
鞭炮声中到来。温暖的春风吹拂大 在除夕之夜出来伤害老百姓，为了赶
地，恭候春天多时的迎春花，顿时绽 跑他，人们得知贴春联或贴其他红色
放了久违的笑颜，又是一年的开始， 的东西能吓跑“年”这只怪兽，于是贴
真让人期待呢！
春联就流传至今。
除夕这一天早上，大人们按家乡
小孩子最大的乐趣是放烟花，我
的习俗为迎接新一年到来忙得不可 点燃了烟花的导火线，顷刻间，只听见
开交。妈妈拿着抹布把家里擦得一 “轰轰轰”的一声巨响，烟花就像火箭
尘不染；爸爸则拿着刷子在春联上点 一般冲上了天空，绽放出了绚丽的光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爷爷拿着大刀把 彩。红是火，粉是霞，白是雪，顿时又
素肉，荤菜“五体分身”！我在一旁当 有无数只烟花冲上了天，绽放出千姿
起了爸爸的小助手，我好奇地问爸 百态，我不禁抬头望去，那美丽的烟花
爸：“为什么要贴春联？”爸爸摸摸我 像彩色的喷泉，像转瞬即逝的流星，像
的头，笑眯眯地娓娓道来。哦，原来 千姿百态的花朵……令人赏心悦目。
第二天一大早，我穿好新衣服，
早早地来到爷爷跟前给爷爷拜年，祝
爷爷身体健康，新年吉祥！只见爷爷
把手伸进裤兜，拿出一个红包，对于
我们小孩子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收
红包。我赶紧伸出双手接过红包，别
提多高兴。爷爷摸着我的头说：“这
红包是给你的奖励，祝你学业有成！”
说完我觉得这红沉甸甸的红包那不
仅仅是爱，更饱含着爷爷对我深深的
期望啊！
在家乡过春节，让我有满满的幸
福感，我们一起贴上红红的对联，一起
听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一起看绚丽多
mail:xxx7508@163.com
彩的烟花……而我最喜欢的是一家人
这是校园人的芳草地
在一起的温暖气氛，那感觉真好！
来稿请寄:《石狮日报》许小雄 收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五年2
协办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 班 陈沁蕾
指导老师：梁丽花）

不少人为了方便或隐私，都
存在备用手机或备用号码的情
况。除了安卓手机之外，就连苹
果手机都支持双卡双待，也说明
拥有一机多号的人是一个多么庞
大的群体。这不，就连微信都推
出了一个微小号小程序，支持办
理及使用无需依托实体SIM卡的
虚拟手机号，这样的手机小号你
会要吗？
微小号小程序办理后的虚拟
号码不占手机卡槽，可以用于接
听和拨打电话、接收和发送短信，
支持国内语音和点对点短信功
能，暂不支持办理增值业务及其
他数据业务。
小号办理成功后即可使用，
有效期为1个月，支持用完即抛。使用小号接打电
话、收发短信时，不会外泄本人原来的手机号。使
用小号产生的通信费用由本机号代付，共享本机号
的语音、短信套餐，小号不另收取通讯费用。
资费方面，微小号注册的虚拟手机号功能费
为10元/月/号。短信条数10条/月。开通后每月
到期日会自动续费并扣款，续费金额10元，若取
消自动续费服务到期日将不再主动续费。小号使
用期间共享本机号通话资费，产生的通话费用由
主号支付。
微小号小程序注册的虚拟手机号同样可以用
于注册服务，例如微信账号，而不需要两个手机卡，
对于工作需要用到多个手机号的用户非常友好。
此外，开通微小号需绑定本机号和实名认证，1
个手机号和1张身份证每个自然月内可同时办理2
个小号。小号的办理、续费、注销等流程，均在微小
号小程序内完成，无需到线下营业厅办理，不过目
前仅支持中国联通用户注册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小号使用周期为1个自然月，
如逾期7天内仍未续费，系统将自动注销过期小
号。小号虽然支持用完即抛，但是一经注销将无
法继续使用，号码也无法找回。
（陈丽明）

遗嘱库一共收到将近7万份“微信
遗嘱”。最高峰时，中华遗嘱库小
程序一天就收到上千份“微信遗
嘱”。
从大部分的“微信遗嘱”内容
上看，疫情之下，许多人重新认识
了生死观，不再畏惧“死亡”；也有
许多人表示，经过疫情后，更加重
视“亲情”和“友情”。
数据显示，留下“微信遗嘱”的
人群中，大多数是年轻群体，他们
的年龄集中在20—30岁之间，占
比 38.7%，其次是 20岁以下的人
群，占比27.4%，该人群中有不少
是在读学生。“微信遗嘱”颇受年轻
人青睐，说明了年轻人对遗嘱并不
抗拒、反感，反而愿意接受。
经分析发现，年轻群体留下
的“微信遗嘱”中，所表达的内容
十分丰富：有向现任、前任、暗恋
对象表白的、有向闺密好友倾诉
的、也有向父母倾诉等等，反映出
了当代年轻人对美好、纯真感情
的向往。
据了解，“微信遗嘱”并非法律
意义上的遗嘱，通过微信订立遗嘱
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微信遗
嘱”仅适用于处理非财产性的事
务，例如传递关爱或者叮嘱某些个
人事务。
（陈丽明）

在我们这个年龄
“你们怎么这么幼稚？”面对旁人的
质疑，我们时常困惑不解。
如今的我和她已经年满十六，但童
心未泯，时常让人觉得天真活泼，而与我
同龄的学生，早已在家长的监督下，终日
沉迷学习，不苟言笑。我们的身上，似乎
有着迟来的叛逆，在我们这个年龄，为什
么要活得那么累，开开心心每一天不好
吗？
枝头蔷薇，枝繁叶茂，花苞累累。
阳光煦暖，万物生长，显出自然焕发
的本能。春日墙头有大蓬大蓬的蔷薇攀
爬，绿树丛中带刺的红花在风中招摇，花
瓣落满街边青石板路。放学后，我俩走

在这偏僻而被人遗忘的花的汪洋大海
中。“ 欸，你看那朵花，开得真好！”她笑
道。我轻轻一跃，摘下了那朵美丽的花，
用发卡别在她额旁。她笑了，笑容璀璨，
一树蔷薇竟黯淡失色。
“怎么样，我好看吗？”她问。“嗯，好
看啊。怎么？你还担心‘怕郎猜到，奴面
不如花面好’吗？”我笑着打趣。“哼，你你
你—”她故作恼怒状，捧起地上散落的花
瓣，向我撒来。“ 小姐饶命啊，奴婢知错
了！您可别。一面发娇嗔，碎挼花打
人。啊！”我们的笑声回荡在空无一人的
小巷，蔷薇梢头，两只黄鹂偏过头，仿佛
在寻找我们欢乐的源泉。它们又怎会知

道，在我们这个年龄，我们所拥有的欢
乐。
南方天空，雨水丰沛，扑面而来。
彼时下雨天，漫漫清澈的雨水从石
阶蔓延流淌而下，如同无数河流分支，
令我们格外兴奋。青苔悠悠的石板路，
坑坑洼洼，未经修缮。我们没有打伞，
任凭杏花雨扑面而来，沾衣欲湿。疏松
处蓄满泥水，我无意踩上去，水花四溅，
泥水翻涌中，她的笑声一圈圈荡漾。雨
渐渐大了，我们飞奔而去，竟不知道哪
一步是实处，哪一步又踩了虚空。雨渐
渐大了，粗重地打在身上，很快就迅疾
密麻起来，墙头的蔷薇笼罩在迷雾之

中，只看见一地蔷薇花瓣“零落成泥碾
作尘，只有香如故”，天色昏暗，大风把
雨吹成一张天罗地网。我们躲进屋檐
下，彼此嘲笑对方落汤鸡般的造型。同
在屋檐下躲雨的大娘问我们为什么不
带伞，我俩神秘一笑，对望一眼，不是没
有伞，而是不想打伞。打伞了，快乐又
从何而来呢？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我们这个年龄，我俩没有失去那
份童心，我们依然活得开心而精彩，有着
属于我们的那份欢乐与超脱。
（厦门外国语学校石狮分校高一 7
班 张子宸 指导教师：蔡安妮）

妈妈终于笑了

家乡的春节

菁菁校园

《石狮日报》网事

不用实体手机号码卡
小程序就能一机多号

我与风筝有个约会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
春烟。”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大地，蔚蓝
的天空飘着棉花似的云朵，我、哥哥
和妹妹有个约会——放风筝。
一放学，我们相约到公园的草坪
上放风筝。你瞧，天空中的风筝各种
各样，有美丽的小金鱼风筝，有长着
许多条腿的蜈蚣风筝，有展翅飞翔的
老鹰风筝，还有三角形彩色风筝……
天空成了风筝的海洋。
近处，哥哥举着一只燕子风筝，
双手伸得直直的，时刻准备放飞风
筝。这时，我右手拿着线轴，左手扯
着线，迎着风一阵小跑，估计风是足
够大，便喊了一声：“ 放！”哥哥松开
手，风筝先是忽上忽下地晃动着，然
后就稳稳地飞上了天空，越飞越高，

5

同
心
向
党
幸
福
狮
城
石
狮
市
琼
山
中
心
小
学
谢
芷
霖

迷人的桃花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
送我情。”又是桃花欣然怒放的春
季。
我家门前有株仙女般的桃
树。每当闲暇时，我都会去观赏
它。刚要盛开的桃花就像害羞的
小姑娘一样，不好意思地躲在自己
的棉衣里。等过了几天，小仙女才
大胆地露出自己的小脑袋，好像要
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

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桃花
把自己的两三片花瓣舒展开来，准
备随时去旅行。一阵微风吹过，
“仙女们”伸了伸懒腰，接着有的花
瓣从桃树上跳了下来像乘着降落
伞，开始新的旅程了；有的花瓣款
款落下像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
摆着优雅的舞姿，跳着花式舞蹈，
随风飘动。
风停了，一片片粉嫩的桃花躺

在地上，给大地铺上一层厚厚的地
毯，好像欢迎我来桃树下乘凉。我
坐在树下，闻到阵阵清香；听到树
上的鸟儿还开心地为我歌唱；喝着
妈妈递过来的茶水，感觉幸福极
了。
我希望我们家的桃花争奇斗
艳，芬芳迷人。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三年
5班 付紫煊 指导老师：陈美琳）

这几天，天阴沉沉的，时不时还下点小雨，
妈妈整天眉头紧皱，心事重重，烦躁异常。
瞧，她一见弟弟在玩水，就大声喝斥，一看
我做作业速度慢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眼见就要
“竹笋炒肉丝”了，弟弟被吓得嚎啕大哭起来，而
我则一言不发。有一次，爸爸不小心起晚了，被
妈妈那如狂暴狮子般的怒吼声吓了一跳，以后
就再也不敢了。
哎呀，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怎么办，怎么
办……我一定得找回从前那个开朗温柔的妈
妈！有了，这个妙计不错！
第二天，当天边刚露出鱼肚白时，我便从清
脆的鸟鸣声中醒来。我决定给妈妈一个惊喜，
便开始做起我的拿手好菜——煎饼。我先热了
几杯牛奶，然后把一部分牛奶倒入碗中，加一小
碗面粉，搅拌均匀，再打一个鸡蛋，在鸡蛋上撒
点糖、紫菜、花生粉和一点胡萝卜丁，搅拌成淡
黄色。接着把刚做的糊状液体倒入锅中，再倒
点油摊成圆形，正反面各数100秒，色味双美的
煎饼就做好了！闻一闻，真香呀！简直令人垂
涎三尺！我又拿着番茄酱在煎饼上画了个笑
脸，在妈妈杯里倒好温牛奶。妈妈吃了我亲手
做的早餐，心情一定会非常好的，想到这，我会
心地笑了。这时，妈妈醒了，我赶忙拉着妈妈的
手来到餐桌旁，妈妈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紧
锁的眉头瞬间舒展开了，笑容从她的脸上漾开
了，似乎年轻了几岁……
妈妈的笑容，是那么温暖，是那么幸福，明
媚的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春天的花儿都开
了！此时此刻，我冲着爸爸狡黠一笑：“我们温
柔的妈妈回来了！”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五年6班 苏国洵
指导老师：王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