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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岁岁重阳，今又重
阳。10月13日下午，宝盖镇宝源
社区“四就近”服务老干部站里歌
声飞扬，老少同场暖心过节，该社
区重阳节暨第八届老少同乐活动
在这里举行。

现场，大家向社区 14 位 70
岁、80岁老人集体祝寿，石狮市第
三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表演了
《百善孝为先》《亮晶晶》等节目，

并送上慰问礼品，向爷爷奶奶们
送上节日的祝福。

本次活动以“银龄颂党恩 永
远跟党走”为主题，宝盖镇（宝源）
艺术团演唱了《南湖的船 党的摇
篮》《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等
红色歌曲，深情讴歌伟大的党和
祖国，展示老年人的精神风采。

现场，禾康志愿者服务队社
工还开展“义诊”“义剪”等关爱老

人活动，共同传承和弘扬敬老爱
老的传统美德。此外，该活动还
举办英烈和英模人物图片展、红
色灯谜竞猜，赓续红色血脉、弘扬
爱国精神。本次活动由宝盖镇
（宝源）艺术团、石狮市关工委、石
狮市老年教育工作委员会、宝盖
镇（宝源）关工委、宝源社区老年
协会承办。

（记者 胡丹扬）

本报讯“林下业态区已顺利完
工，目前我们正和两家投资商在接
洽。”10月12日，永宁镇西偏村党支
部书记、村主任龚英雄告诉记者，林
下业态区完工以来，每天都有许多
市民游客到业态区休憩游玩，是宝
盖山上新晋的打卡点。

记者在林下业态区内看到，业
态区内放置了各种历史名人的雕
像，其中有孔子像；树上悬挂了装饰
灯，夜景工程也已安装完毕；许愿
池、假山以及观景长廊等为业态区

增色不少。林下业态区不仅毗邻朝
天寺，还与西偏村旅游商品一条街
相邻，人流量大，地理位置极佳。

据龚英雄介绍，林下业态区将以
“研学乡村之旅”为主题进行招商，拟
增加一些大学生项目、亲子项目、餐
饮项目以及乡村体验互动项目，让市
民游客在林下业态区体验独具特色
的乡村研学之旅。“若有兴趣的企业
或机构可以和西偏村委会联系。”龚
英雄说，西偏村党支部、村委会将做
好项目的招商及落地服务，把林下业
态区打造成乡村振兴品牌项目，为村
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村财收入。

（记者 占婷 颜华杰）

本报讯 近日，湖滨街道新湖社区党委联合
石狮医药公司党支部走进辖区低保户家中开展
慰问活动，通过发挥共建单位共建共服务作用，
情暖居民群众，进一步营造帮扶助困的良好社会
氛围。

慰问中，党组织向低保户送上了油、米、牛奶
等慰问品，仔细询问他们近期的身体情况、生活
状况和遇到的实际困难，嘱咐他们要注意身体，
树立生活信心，有任何需求可以向挂钩联系的党
员反映。 （记者 黄翠林）

新湖社区党委联合石狮医药公司党
支部开展送关爱行动

共建共服务
情暖低保户

本报讯 连日来，鸿山镇充分发挥各村法律
顾问的专业优势，组织法律顾问到各村开展村级
组织换届选举法治讲座，推动2021年村级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讲座中，法律顾问围绕“两委”选举的概念、
选举流程，详细介绍《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相关法
律条例，就换届选举工作及时为群众解疑释惑。

同时，结合近年来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的违
规违纪违法犯罪真实案例向参会人员进行讲解，
以案释法，让群众知晓违反“两委”换届选举对社
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及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提醒全
体与会人员在参与换届选举中要严格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切莫以身试法，触碰法律红线；此外，还结
合自身工作经验，多角度、多方面讲解村级换届中
的注意事项。 （记者 张军璞 通讯员 蒙华阳）

鸿山举办
村级换届选举法治讲座

本报讯 10月13日，湖滨街
道林边社区居委会、湖滨派出所
组织人员一起走访慰问辖区3位
孤寡老人。

重阳节即将到来，一行人为
孤寡老人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慰
问金、慰问品，并详细了解老人

们的生活情况。通过慰问，切实
传递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接下
来，两单位还将继续关注孤寡老
人的生活，提高老人们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记者 黄翠林 通讯员 李
雅雯）

林边联合湖滨派出所
慰问孤寡老人

本报讯 在传统节日重阳节
到来之际，10月13日，蚶江镇水
头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老年协
会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重阳”
主题活动。

活动中，该村为全村1285名
60周岁以上老人统一发放慰问
金，每人200元，累计发放25.7万

元；同时，把关爱老人行动与疫
情防控工作有机结合，组织专车
全程接送60周岁以上老人到蚶
江镇卫生院疫苗接种点开展新
冠疫苗接种，共有200名老人参
加当天的接种，大大提高了老年
群体新冠疫苗接种率。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尤珊珊）

本报讯 九九重阳节，浓浓
敬老情。10月13日，蚶江镇石壁
村党支部新一届支部委员、石壁
小学师生代表与村老年协会代
表共同开展庆祝重阳节主题活
动，为老年人送去节日祝福和关
爱，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
的社会氛围。

活动中，石壁小学的红领巾
志愿者为老年代表献上鲜花并

进行现场才艺表演；举行了村关
工委大手牵小手活动，石壁村热
心乡贤及各界人士乐捐爱心捐
款4万多元，对年满60周岁以上
石壁自然村老人每人发放200元
慰问金，对年满80岁以上老人石
壁自然村每人发放 500 元慰问
金，累计发放重阳节慰问金5万
多元。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洪英凯）

石壁联合学校开展重阳主题活动

送鲜花献才艺发放慰问金

本报讯 近日，为动员鼓励
更多60周岁以上人群参与新冠
疫苗接种，全面构筑防疫屏障，
灵秀镇召开老年人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推进会，部署老年人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

与此同时，灵秀镇还结合今
年全国“敬老月”活动，开展“养
老孝老敬老”健康宣传及小礼品
赠送活动，给老年朋友送去了一
份“重阳健康礼”。

（记者 陈丽明）

本报讯 10月13日上午，石狮
新阶联及党支部赴锦尚镇西港村
同心服务站，与锦尚侨联联动开展

“爱在深秋 情暖重阳”主题活动，
向老年人送上关怀和节日的问候。

“阿嬷，这边坐，我来给您理个
发，就一会儿的工夫。”当天，在西
港村老人活动中心，理发师热心地
服务着。在现场，石狮新阶联会员

代表亲切关怀困难老人的生活起
居，并向他们送上慰问金、免费体
检卡和生活物资等。当天，泉州泰
和医院联合林亚育口腔门诊部现
场开展公益医疗义诊服务；摩登时
代专业美发造型机构的理发师为
老人理发；文承茶业的茶艺师暖心
敬茶……此次石狮新阶联“深秋有
爱 情暖重阳”活动为西港村老人

带来了亲切的暖阳，很多老人感动
地握着工作人员的手连声道谢。
据悉，来自石狮各行各业的新阶层
人士代表发挥优势，开展多项暖心
行动，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敬老、
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把社会的
关爱送到老年人的心坎上。

（记者 邱育钦 胡丹扬 通讯
员 蔡德谋）

本报讯 近日，灵秀镇给辖区十家商会、协
会、企业颁发“勇担社会责任 携手抗击疫情”牌
匾，肯定各单位在疫情防控中的责任与担当，以
此传递抗疫正能量，激发众志成城的前行动力。

在本轮疫情防控歼灭战中，灵秀众多商会、
协会、企业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投入到疫情防
控工作中，在大规模核酸检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为了肯定这些单位所做的贡献，灵秀镇特地
颁发了牌匾。据悉，该镇共给辖区石狮服装轻纺
名城运营有限公司、世茂商业管理、鼎盛物业管
理、仁德物业管理、轻纺城辅料商会、青创城、海
西电商园、爱登堡、鑫联辉房地产、狮城商业广场
等单位颁发纪念牌匾。 （记者 陈丽明）

本报讯 连日来，锦尚镇综合执法队全员上
路，开展渣土运输车辆执法工作，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为辖区营造干净、整洁的宜居环境。

锦尚镇打好“预防针”，提前通告渣土运输企
业，所有渣土运输车辆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和
线路运输，切实做到渣土全密闭运输。锦尚镇要
求在建工地、各工程车队在运输期间要配备保洁
员，开启冲洗设备，严防运输车辆带泥上路和扬
尘污染。

同时，锦尚镇加大工地巡查频率，执法人员
在一些工地采取蹲守检查，对重点区域和路段实
行定人值守、不间断巡查，不定时检查渣土运输
车是否按规定运输、是否存在未覆盖等现象，对
发现的违规渣土运输车辆及时督查整改，及时解
决运输过程中突发的抛、洒、滴、漏等问题。此
外，锦尚镇对辖区内各主次干道渣土车运行情况
进行突击检查，以确保辖区道路洁净。值得一提
的是，锦尚镇通过夜间巡查，发现渣土车运行规
范有所降低，路面污染情况明显增加。针对此现
象，该镇综合执法队仔细核实往来渣土车辆，共
对7部车辆立案处罚。通过一系列举措，锦尚镇
综合执法队做到工作不减力、治理不乱套，以高
度的责任感在岗在位，在辖区干道展开了细致、
全面的巡查，积极打造井然有序、优美整洁的创
城氛围。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周江平）

锦尚镇综合执法队全员上路

紧盯渣土运输车辆
严抓“滴洒漏”问题

“锦芬啊，今天你又带老人家
出来散步啊？”

“是啊是啊，老人家消化不
好，饭后带她散步一下有助消
化。”

……
都说婆媳关系是天底下最难

处的关系，但在湖滨街道金林社
区，82岁的洪素芬和58岁的王锦
芬却成为了邻里称赞的好婆媳。
两人相处37年来，儿媳有孝、婆婆
有亲，成为了社区里的一桩美谈，

尤其在邻居眼里，婆媳
俩时常一起散步的画
面十分美好。

洪素芬膝下有1个儿子和3
个女儿。上世纪80年代，忙碌的
农业生产生活充实了他们一家的
日常。1984年，王锦芬嫁给了洪
素芬的大儿子陈增辉后，便与公
婆一直住在一起。在洪素芬眼
里，她的这个儿媳十分勤快，一直
帮助丈夫、公婆一道打理着家里
的农田。

1988年，为了进一步改善家
庭生活，陈增辉大胆开办鞋厂。
彼时，在他身边，开办鞋厂这种事

情未有先例，创业之路可以说是
“摸着石头过河”，举步维艰。为
了支持丈夫的事业，王锦芬主动
将照顾老老小小的重担都揽在了
自己的身上，让丈夫得以施展双
手，专心办厂。家中事情纷杂繁
多，一边是需要打理的农田，另一
边是需要照顾的孩子和公婆，丈
夫的鞋厂也需要帮手……王锦芬
虽没有“三头六臂”，却依旧将各
项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令婆婆
暖心的是，儿子创业繁忙没法照
顾到家里，而儿媳却总是能在丈
夫归家时备好热腾腾的饭菜，给
足丈夫精神力量。

好的关系是相互的付出。儿
媳所做的一切，都被洪素芬看在眼
里，自从王锦芬嫁过来后，洪素芬
也像疼爱女儿一样疼爱着这个儿
媳。即使儿媳总是周周到到做好
一切，但洪素芬总想着要做点事情
减轻儿子儿媳的负担。于是，在夫
妻俩忙于生计时，她便主动帮忙
照顾孙女，并做好饭菜等他们回
家；在儿媳生病时，她便揽过家中
里里外外的事，让儿媳放心休息
养好身体。“自从嫁过来之后，我
就多了一个疼我的妈妈。”谈及自
己的婆婆，王锦芬幸福地说。

这样的时光不知不觉走过了

37年。如今，孩子们都已经长大，
压在王锦芬身上的担子也轻了不
少，更有闲暇时间的王锦芬将照
顾年迈的公婆作为一件乐此不疲
的事，带着老人家散步消食就是
其中的一个细节。“锦芬从没有和
公婆大声说过话，也没有跟他们
红过脸，非常孝顺。”在邻里的眼
里，王锦芬照顾公婆的细心是一
如往常，无微不至，不仅是散步消
食，她还经常变着花样做饭，让老
人家吃上可口的饭菜，并时常抽
出时间陪老人家聊天解闷，如此
孝心，让大家不禁称羡。

（记者 黄翠林）

儿媳有孝婆婆有亲
咱厝这对婆媳令人称羡

水头开展重阳节主题活动

灵秀送出“重阳健康礼” 爱在深秋 情暖重阳

石狮新阶联进村送关怀

宝源老少同乐庆重阳

西偏村林下业态区
将引入研学项目

商会、协会、企业勇担社会责任，出资
出力支持防控工作

灵秀给10家单位
颁发牌匾

本报讯“谢谢黄爷爷！”日前，宝盖镇仑后村
关工委一行走进“六失”儿童小影（化名）家，送去
书包、牛奶等。这是宝盖镇村两级积极开展关爱

“六失”儿童的一个缩影。
近来，宝盖镇镇村两级关工委纷纷利用中秋

节、国庆节等节日以及周末时间，组织开展走访
慰问“六失”儿童活动，深入了解孩子们新学期的
学习、生活情况。除了仑后村，松茂等村关工委
也组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据悉，连日来，宝盖
镇村两级共走访慰问了15名“六失”儿童，送去各
级关工委的关心关爱。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黄明彻 周燕语）

宝盖镇村两级关心下一代

走访慰问
15名“六失”儿童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公民道德建设·孝老爱亲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乡村振兴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