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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盖这群青年好样的！
“喂，您好，不好意思这么晚
打扰您了。我是宝盖镇防控办工
作人员，请问您有到过……”9 月
14 日凌晨四时，宝盖镇防控指挥
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该镇疫情
防控青年突击队队长聂丽超和同
事们还在摸排核对相关人员的信
息，他们已经一整晚没睡了。疫
情面前，一大批医护人员逆行而
上，其实，岁月静好的背后，还有
一 大 群 人 默 默 地 坚 守 着 、付 出
着。镇村两级等基层防控工作人

员就是其中的一群人。
“今天晚上，大家准备通宵加
班。”9 月 13 日晚，负责人在工作
群里发出通知，宝盖镇防控办的
青年突击队队员毫无怨言，全员
准时到岗。这几天累坏了，施燕
玲身体有些不适，但她带上药，二
话不说，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投入
到紧张的工作状态。可以说，哪
里有需要，她就往哪里冲。信息
核对、核酸检测、疫苗接种，每一
项繁杂的任务，
她总是冲在前头。

认真、细致、态度温和的高婉
婷也是青年突击队的一员。从
2020 年年初开始，她一直负责疫
情防控的信息摸排与核对工作，
拨通一个个不认识的人的电话，
耐心、温柔地与对方沟通，核对信
息。即便日复一日地做着让人心
烦的活，需要面对可能不友善的
言语，但她从未言弃，始终微笑面
对，
加班加点已成常态。
大家默默地付出，目的只有
一个，那就是将防控工作落实好，

域进行消杀。全镇 24 个村（社区）
切实关停辖区娱乐、宗教等场所，
控 制 办 丧 规 模 ，严 格 落 实“ 一 米
线”、戴口罩、扫码测温、核酸检测
等措施。
在镇村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
不少单位和群众也在积极参与防
疫，9 月 13 日下午，港边村卫生所向
港边村委会捐赠了 15000 个口罩，
助力疫情防控。
（记者 占婷 通讯员 刘绿漪
陈宗钰）

件矿泉水，其中 550 毫升 1330 件，
价值 95760 元；380 毫升 1370 件，价
值 65460 元，共计 2700 件，总价值
161220 元。目前，2700 件矿泉水已
运 抵 泉 港 ，由 泉 港 区 红 十 字 会 接
收，将发放给一线抗疫人员和志愿
者。（记者 占婷 通讯员 陈潇湘）

本 报 讯 近 日 ，记 者 从 鸿
山镇了解到，该镇提前全面摸
底掌握辖区宗教（民间信仰）
活动场所疫情防控情况和薄
弱 点 ，提 前 对 各 村 神 佛 事 日
期、规模、主事人等进行摸底
汇总，提高疫情防控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
据悉，鸿山镇迅即行动、
周密部署，第一时间将疫情防
控有关要求传达到每个宗教
活动场所，及时与负责人员做
好 沟 通 ，落 实 关 停 要 求 。 同
时，该镇将“暂停对外开放、暂
停举办集体宗教活动”通告放
大张贴在各场所的醒目位置，
在周边悬挂宣传横幅，在较短
时间内拉响了防疫警报，于当
天关闭了 46 家场所。该镇还
组织镇村干部、党员志愿者、
老人协会等进行巡查检查，防
止“明关暗开”。
针对近期各宗教场所、各
角头神佛事活动较多，鸿山镇

东埔三村组织防控“宣传方阵”
本报讯 9 月 13 日，鸿山镇东埔
三村组成近百人的疫情防控“宣传
方阵”，统一身着红色马甲，走街串
巷、入店入户进行大规模疫情防控
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亮党旗、敲铜
锣、
喊喇叭，
沿街向过往群众和店家
发放疫情防控安全手册等宣传品，

青年突击队之后，9 月 14 日，宝盖
镇团委发出防疫志愿者招募令。
令人没想到的是，短短一个小时，
30 多名来自辖区各行各业的青年
报名加入。他们当中既有大学
生，也有退役军人。宝盖镇团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将组织防疫志
愿者参与人员摸排、环境消杀、疫
苗接种秩序维护、防疫知识宣传
等志愿服务，为全镇疫情防控贡
献青春力量。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柯秀婷）

鸿山守好宗教活动场所疫情防控“安全线”

企业捐赠爱心物资支持抗疫
本报讯“医护人员、基层抗疫
人员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尽一份绵
薄之力。”9 月 13 日，位于永宁镇塔
石村的石狮市奕美食品贸易有限
公司主动捐赠爱心物资，支持泉港
抗疫。
据悉，该公司向泉港捐赠 2700

让更多的人都能正常生活与工
作。不过，对方一句温馨的话语
总能让大家很是感动。
“一位核查
对象在电话的最后对我说，
‘早点
休息’。还有一位大叔，我听不清
楚他说的地址，他很努力地一遍
又一遍跟我重复。其实，还是很
温暖的。”这是谢伊宁发在朋友圈
的一条信息。
抗疫一线，青春担当！为了
进一步调动全镇广大青年的力
量，在原先成立了镇级疫情防控

本报讯 9 月 13 日，记者获悉，凤里街道举办的
“我最喜爱的教师”评选活动，历经三天时间的投票，
结果已经出炉。蔡金珠、佘雅舒、王少婷等十位老师
获得“我最喜爱的教师”
荣誉称号。
据了解，此次活动主要是通过在凤里街道公众号
上进行投票，分为中学、小学、幼儿园 3 个组，共有辖
区中小学、幼儿园的 68 名老师报名参与，历时三天，
共获票 99930 票。通过此次活动，不仅宣传第 37 个教
师节，大力弘扬尊师重教传统，表彰先进典型，而且树
立榜样，
引导广大教师崇德修身、潜心教书育人。
（记者 王秀婷 通讯员 陈小明）

情系“二女户”
女孩

永宁全力以赴防控疫情
本报讯 连日来，永宁镇村两
级干部下沉一线，开展“五个起来”
防 疫 活 动 ，深 化 开 展 爱 国 卫 生 运
动，让党旗高高飘扬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
织密疫情防控防护网。
永宁第三社区、下宅村、前埔
村、新 沙 堤 等 村（社 区）党 员 义 工
队、青年突击队走街串巷，让“党旗
飘起来、铜锣响起来、广播开起来、
横幅拉起来、全民动起来”。后杆
柄村、西偏村、郭宅村等村（社区）
全面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对公共区

凤里“我最喜爱的教师”
评选结果出炉了

疫情防控在行动

督促过往群众和店铺工作人员佩戴
口罩、保持一米社交距离。东埔三
村党支部书记邱金伍表示，面对当
前的疫情防控形势，
他们高度重视，
希望通过大规模宣传活动，唤起村
民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和个人卫生
意识，
时刻绷紧疫情防控安全弦。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邱华表）

下班后，在展厅内熟悉最新换展文物

下班后，主动补充知识，提升讲解素质

后湖乡村整治旧貌换新颜
组织人员再次摸排，严禁组织
任何形式的祭拜、进香等群众
性活动，要求各村做好提前劝
阻工作，
约谈场所负责人、
主事
人员要求严格执行疫情防控。
同时，
鸿山镇要求场所落实
“三

码联查、测温、戴口罩”疫情防
控举措，做好人员管理和信息
报告。对落实防控措施不力、
未
按要求关停的人员和场所，
将依
法依规予以处理。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黄荣辉）

连夜突查“五小”场所

讲解员进行定时讲解
与游客互动
讲解员进行定时讲解，
，
与游客互动

在福建省世茂海上丝绸之
路博物馆（以下简称世茂海丝
馆），活跃着一支年轻的讲解员
队伍。均为“90 后”的他们，每
天都要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游
客，耐心细致地讲解着世茂海
丝馆里的千年流转，从“丝路山水地图”的盛大回
归到“乾隆六方套瓶”的烧造传奇，从明代官
窑制度的形成发展到明清外销瓷器的异域
风情，从世茂珍藏历代陶瓷的体系建设到
“近代渡海书画三家”的历史掌故……
完全原创的讲解逻辑，声情并茂、有理
有据、有情有趣，瞬间被圈粉的我们
用镜头跟拍下了他们一天的工作内
容。
开馆不到一年的世茂海丝馆无
疑是一座年轻的博物馆，但丝毫不
影响其内涵的厚重，从体量来看，
这座建筑面积超过三万平方米的世
茂海丝馆属于大型博物馆之列；从
内容来看，它引入北京故宫博物院展
览资源，使原本遥不可及的故宫文物
变成了石狮市民在家门口便可以欣赏
的文化，这在国内绝大多数地方都是难以
想象的。那么，如何让文物“活”起来，使得
这份厚重能够被更多的人知晓、了解并真正喜
欢上，
除了博物馆自身的硬件条件外，
这个艰巨的

检查中，
检查组按照疫情管
场所等相关行业经营者，
切实履
控清单，
重点检查“五小”
场所人
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落实疫情
员聚集、不戴口罩、堂食聚餐等
防控措施，
消除隐患，
规范经营，
问题，
督促从业人员落实防控要
编织好疫情防控“安全网”。
求，阻断疫情传播，要求“五小”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洪婷婷）

他们是讲述者
让文物﹃活﹄起来

一天

本报讯“谢谢黄老师！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9
月 13 日下午，见到镇关工委、村关工委负责人后，小
静感动地说。在小静即将奔向大学校园时，宝盖镇关
工委与苏厝村关工委负责人专程到其家里看望、慰
问，
送来镇村两级的关爱。
小静是一名“二女户”女孩，家境比较贫寒。今年
高考，小静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考上了自己的理想大
学。镇村两级关工委十分关注与关心小静姐妹俩的
学习。得知小静考上一所知名学府后，大家都十分开
心，也为其感到欣慰。这不，在小静即将迈入大学校
园时，镇村两级赶紧到其家里走访，送来助学金，并鼓
励小静到大学后继续努力拼搏，学好本领，做一名有
为的青年，
将来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林海芳）

鸿山镇强化责任落实
本报讯 9月13日晚，
鸿山镇
对伍堡新大街“五小”
场所（小餐
馆、
小食品店、
小超市、
小理发店、
小药店）场所疫情管控情况和疫
情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镇村两级上门送关爱

任务无疑就落到了这群朝气蓬勃的讲解员身
上。因为，每一位游客到博物馆来，不仅仅是
要在网红展品前打卡，更需要知其所以然，读
懂展品背后的故事。
一年四季的工作服，让他们忘记了时尚；
无法固定的工作时间，使他们常常喝不上水，
到点吃不上饭，而要完成一次完整的讲解接
待，要走多少路程，说多少句讲解词，做多少次
规范抬臂动作，可能他们自己都数不清，唯一
能够知晓的，就是每天下班前看一眼手机上的
运动步数，又是满满当当的一天。但工作并没
有随着下班时间的到来而结束，他们经常会留
在馆里，或是查找资料主动充电，或是面对展
品反复练习，或是找陈列部门的同事聊天熟悉
展陈情况，努力让自己的知识层次更丰富一
些、表达方式更生动一些，甚至他们自己也会
打趣地说：
“解说词记得比洗脑神曲还牢、触发
的反应还更快。”在他们自己看来，从事这样一
份工作不能是冷冰冰的复读，每一次讲解都要
根据游客年龄段、专业度的不同做一些调整，
采用不同的讲解方法，延展不同的内容，这就
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因人施讲”。而游
客中的“卧虎藏龙”，则倒逼他们不断加强专业
学习，才有话可讲，做一名“问不倒”的优秀讲
解员。
作为世茂海丝馆的讲解员，他们年轻、他
们个性，他们时尚、他们张扬，而内心却充满了
对历史的尊重和对文化的热爱，并且希望能够
向更多的人传递这份情感。与博物馆共同成
长，
这便是他们的当下。
（记者 李自涌/文 李荣鑫/图）

本报讯 9 月 11 日，记者从
创城再出发
祥芝镇了解到，该镇后湖村持
续发力，在环境整治上苦下功
夫，昔日的杂草不见了，垃圾乱扔乱倒的现象也没有
了，如今后湖村的村容村貌变美了，村民的幸福感也
得到提升。
据悉，自今年 2 月祥芝镇启动全民绿化美化专项
行动以来，后湖村在开展“三清三整”的基础上，持续
推进村庄绿化、美化，号召村民参与到“门前三包”、小
菜园微景观改造提升中。今年 6 月份，后湖村在规划
和完善村庄保洁、垃圾处理等方面花了大力气，不仅
对房前屋后闲置空地进行清理、绿化，还新增了不少
反映农村生活场景的墙画，小小的村庄俨然成了别致
的乡村画廊。一些老旧房子、危房也进行加固、修缮，
景观效果得到提升，
人居环境进一步得到美化。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吴煌清）

讲解员带领学生体验不一样的手工课

讲解员分发耳机收听设备

讲解员进行讲解接待工作

讲解员安排志愿者工作岗位

每天早上

开馆前整

理服务台

工作

在服务台辅助客
服人员值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