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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城市慢行系统
我市累计建设绿道 335.2 公里

我市加快建设完善城市慢行系统，打
造安全、通畅、舒适、宜人的出行系统。截至
目前，全域公共自行车项目建设完成 441
个站点建设、启用 295 个，投放 9700 辆自
行车，完成东圳绿道、延寿绿道、中心城区
荔枝林景观带等 100 多条绿道，累计建设
绿道长度约 335.2 公里。

本报讯 （记者 林晓玲 通讯员 谢高峰） 记
者从市住建局获悉，我市加快建设完善城市慢行系统，
打造安全、通畅、舒适、宜人的出行系统，形成快慢
相宜、刚柔并济的宜居城市交通体系。
慢行系统中，我市推进全域公共自行车项目建设。
截至目前完成 441 个站点建设、启用 295 个，站点遍
及荔城区、城厢区及湄洲岛，投放 9700 辆自行车。同
步建设中心城区 11 条自行车道，共完成约 43 公里。
去年以来，我市加大人行过街设施的建设力度，
建成筱塘小学段等人行天桥 6 座，极大方便周围群众。
今年我市计划在荔港大道玉湖段、辰门兜段、延寿北

开展挂钩帮扶调研

街荔城区一实小段、福厦路天九湾市场段、学园街一
中段、梅园路逸夫小学段、东圳路二实小段、荔华东
大道五中段再建 8 座过街天桥，提升群众出行的便捷
性和安全性。
绿道提供了自然优美的步行和骑行空间，我市逐
步构建起“沿江、沿河、环湖、达山、通公园”的慢
行廊道和景观休闲性慢行绿道网络体系，现完成东圳
绿道、延寿绿道、中心城区荔枝林景观带等 100 多条
绿道，累计建设绿道长度约 335.2 公里，基本建成三
大绿道闭合圈，逐步形成颇具“荔林水乡”特色的绿
道系统。

秀屿区开展读书月系列活动
本报讯 连日来，秀屿区开展以“花季港城·书香校
园”为主题的读书月系列活动。全区 5 万多名学生积极参
与到读书活动中来，使阅读成为一种学习习惯和新的风
尚，
让花香和书香弥漫校园。
4 月 10 日，秀屿区实验小学举行以“书香童年·激越梦
想”
为主题的第八届校园读书节启动仪式。活动中，该校学
生还带来了精彩的小品和集体经典诵读表演，博得了阵阵
掌声，让人感受到了中华经典风韵之魅力。
“进入新时代·改革开
4 月 11 日，笏石中心小学举行以
新篇”为主题的讲故事比赛。来自该中心小学基层学校 21
名优秀学生讲述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涌现的榜样人物
典型事迹，分享成长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当天，月塘中心
小学举行第 26 届全国爱国主义读书活动暨讲故事比赛，
表达对民族英雄与革命先烈的敬仰。（刘金通 吴秀妹）

为提升校
园防恐怖袭击
应急处置能力，
近日，北岸山亭
镇政府联合忠
门派出所，在山
亭西埔口小学
开展反恐应急
演练。
翁佳琳
林晖 摄

快闪活动歌颂祖国

一女童脚被卡住
消防员及时施救

X

“发朋友圈可领书卡”却遭拒
工商部门介入调解
本报讯 近日，市民林先生看到微信朋友圈有这样
一条某书城的信息：转发赠送书卡活动，要求参加者连
续在朋友圈转发 3 天即可领取书卡。心动不如行动，林
先生连续 3 天转发该信息后，前往该书城欲领取书卡，
结果却被告知朋友圈的人数不够，无法领卡。林先生觉
得不合理，明明该信息中并未提及此条款。在要求商家
提供书卡遭拒后，他向工商部门求助。荔城区工商局在

墙白砖红，透过老旧的木门，仿佛来到另一个时空。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不少市民来到位于荔城区后黄社区
（如图），徜徉在斑驳的石板路
88 号的“民国往事博物馆”
感受近郊难得的宁静。
上和古朴的建筑中，
寻觅悠悠往事，
后黄是知名的华侨村居，
保留着不少华侨特色的古民
后黄通过购买、
居，
这些都是难得的
“乡愁”
资源。近年来，
租赁等流转形式，进一步盘活闲置的资源，更好地保护利
创新农民增收的渠道。
用这些古民居，
也带动了乡村旅游，
踏入馆内庭院，一幅民国时期的街景扑面而来。一辆
棕色黄包车格外引人注目，老式自行车停立在树丛下，古
式桌椅摆在侧面，墙上画着一位穿着橙色旗袍的女子。走
廊上，各式民国风的帽子、眼镜等装饰品放置其间。游客
更衣室是博物馆的一大特色，游客可免费试穿、拍照，留
下美好瞬间。
馆长曾云荣来自浙江温州，早在小学时期，他就梦想
创办一家私人博物馆。30 年的积累酝酿，他为梦想打下
坚实的基础，收藏了众多珍贵史料与史物。一次偶然的机
缘，让他决定留在后黄筑梦。通过招投标，曾云荣获得后
黄两处楼房的经营权。此后，他带着毕生收藏，千里迢迢

（上接 A1 版） 也缓解了硬币积压的问题。同时，该公司积 元新增 42 座充电桩，满足纯电动车辆就近补给。
极倡导“人性化、亲情化”服务，为年满 70 周岁以上老
公交事业发展，不忘社会责任。市公交集团还投入大
年人、革命伤残军人等群体提供免费乘车服务。
量的人力、财力，分期分批对符合条件的扶贫对象免费进
行公交驾驶员培训。截至目前，7 期共有 60 名参加培训，
线路延伸快速化
其中 28 名领到 A3 实习驾驶证，走上驾驶员岗位，其他人
员正在抓紧培训。
近年来，全市形成了以中心城区为重点，以城乡一体
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荔山说，贫困青年成为
化为特色，以旅游公交和快速公交为辅助的莆田特色城乡 正式公交车驾驶员后，每个月可有 6000 元以上的工资，
公交体系，逐渐形成布局合理，层次分明，便捷、安全、 可以让帮扶对象一家摆脱贫困。目前，该公司多措并举全
舒适的公交线网。除此之外，公交车场站基础设施建设速 力推进公交驾驶员培训工作，将我市出台的精准扶贫政策
度加快，截至目前，市公交集团现有公交枢纽站及首末站 落到实处，既帮助扶贫对象彻底脱贫，又可破解公交车驾
共 22 座，延伸至沿海、山区等地。另外，还投入 527.9 万 驶员紧缺的难题，实现双赢。

守心影业团队

敢想敢做 勇于追梦
有这么一群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
海，
聚集在莆田，追逐最初的梦想。他们
有个共同目标，那便是一起并肩向前，
拍摄好每一条视频。“让天下没有难拍
的视频”，这是他们的行动口号，也是他
们飞翔的动力。这群青年便是厦门守心
影业有限公司成员。
团队经理展策来自河北省，毕业于
莆田学院广告学专业。喜欢拍摄视频的
他，2013 年，毅然和同学组建起小团
队。当时一些知名软件还未诞生，短视

接到该申诉后，立即介入调解，经调解，商家为消费者
提供书卡。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商家愈发重视微信朋友
圈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通过各类公众号、营销号开展活动
带来的投诉也日益增多。工商部门提醒，在朋友圈转发广
告信息，应认真阅读条款，若出现权益受损时，可依法向
工商部门进行申诉维权。
（朱崇飞 林玲 郑军）

后黄里的“民国风”

本 报 讯 （记 者 吴 伟 锋
新闻超市 通讯员 卓丽双） 女童脚被卡在
inwenchaoshi
便池里，
无法拔出。城厢消防华林
中队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
对便池进行破拆，救出该女童。
近日晚 7 时许，城厢消防华林中队接到这起求助报警
后，
派出消防员赶往现场处置。女童右脚掌被卡在便池内，
疼痛地哭喊。消防员一边安抚女童情绪，一边给她的脚腕
腿部做好防护措施后，试图将其脚拔出，但没有成功。随
后，
消防员利用手动破拆工具，一点点将便池破拆，经过 10
分钟的努力，将被困女
童解救。经检查，女童被
卡的脚掌只是轻微擦
伤，并无大碍。
消防员提醒，公共
场所、幼儿园、家里的厕
有积
所要注意保持整洁，
以防幼
水时要及时清理，
郑倩 作
儿滑倒等类似情况发生。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刘丹）4 月 12 日，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宋建新带队前往荔城区黄石镇澄瀛村，开展挂钩帮
扶项目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会上听取了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意见建议。就进一步
做好挂钩帮扶工作，宋建新指出，市直有关部门和区、镇政
府要切实履行职责，发挥部门优势，做好统筹指导，积极沟
通协调，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要立足本村实际，高效利用
帮扶资金，确保扶贫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充分挖掘本村
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推动村集体
经济长远发展。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举行
全市 145 支队伍参加

花季港城 书香校园

本报讯 （记者 陈沛达 通讯员 谢妍欣）日前，莆
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在市博物馆举办“青春心向党，建
功新时代”主题快闪活动，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据了解，本次主题快闪活动由 24 名大学生合作完成，
演员们用舞姿展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诗朗诵《少年
中国说》带领现场观众重温五四运动，感受青年力量。活动
吸引不少群众和游客参与其中，观众们挥动手中的国旗，
纷纷加入快闪队伍，一起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大学生吴文沁说：
“ 每次听到《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
时，都觉得心潮澎湃。作为共青团员能够参与这次快闪活
动，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感到很自豪。虽然活动的
时间很短，但是赞美祖国的歌声会一直留在心中。”

星期一

频尚处于萌芽阶段。人们对他们处于观
望中，没人愿意找他们拍摄短视频。没
有客户，展策便挨家挨户发名片、推销
自己。
展策和伙伴黄晓彬一起打印了 10
元传单，
用已经屏幕破碎的手机装着拍
摄作品，
每天晚上都到附近商圈挨家挨
户做广告，宣传团队所拍摄的短视频。
在发传单的时候遭到拒绝、嫌弃、冷言
冷语等，他们也不曾放弃，一次次地跑
到客户家串门，
才接到第一单。

这一年，是电商起飞的一年，也是
展策梦想起飞的一年。那时候。在集体
努力下，开始有人愿意找他们拍摄短视
频，
口碑随之发酵。最让展策难以忘怀
的短视频是有关于一双鞋子，那时正下
着雨。
“为了保护客户的样品鞋，我们将
衣服脱下包着鞋子，用自己的身体作
面对许多人的不
伞。”作为一群
“客边”，
理解，团队 5 个创始人依然选择留在莆
田创业，守住内心最初的梦想。
团队为干货品牌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来莆，精心打造出 10 个主题分馆，包括孙中山纪念厅、民
国纸币馆、烟草历史文化馆等。慢下脚步欣赏，这里到处
都是“宝”：1934 年的唱片、1935 年美国哥伦比亚手摇唱
机等等，无不浸透着历史的痕迹。
“这里所有的珍藏品，都是我从小一点一滴收藏起来
的。”
曾云荣说，每个细节
都要让游客在旅游中感
受快乐。自去年元旦开馆
以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
铺垫，这里逐渐获得游客
的认同。省内其它城市的
游客也纷至沓来，节假日
及周末两天人数较多，最
多时一天达到 700 多人。
如今，馆内的黄包车、百
乐门、药铺成了游客经典
打卡点。
本报记者 许爱琼
实习生 陈建宝 文/图

本报讯 （记者 陈光凯）4 月 12 日，2019 年莆田市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莆田二中体育馆举行，全市共有 145
支队伍参加竞赛。
本届竞赛由市科协、市教育局主办，以“筑梦智能、立
志创新”为主题，内容包括机器人创意比赛、机器人综合技
能比赛等六个项目，旨在激发青少年对机器人工程和技术
的兴趣，为青少年机器人爱好者搭建一个融合多学科知识
和技能的学习平台。
据悉，近年来，我市青少年机器人代表队在国际、全国
和全省赛事上取得优异成绩。2018 年，在第 18 届全国青少
年机器人竞赛中获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1 个，在第 16 届福
建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中获一等奖 10 个、二等奖 11 个、
三等奖 12 个，冠军队数量位列全省第二。

积极创建“无欠薪项目部”
本报讯 （记者 吴伟锋）记者昨获悉，湄洲岛人劳局
组织近日召开“无欠薪项目部”规范化创建业务培训会，湄
洲岛在建工程项目业务经办人参加。
培训会上，湄洲岛人劳局有关负责人通报了 2018 年
湄洲岛在建工程“无欠薪项目部”开展情况、存在问题、整
改落实等情况，并结合工作实际，部署 2019 年“无欠薪项
目部”规范化建设工作。
通过此次培训，在建工程项目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
“无欠薪项目部”创建工作的重要性，掌握“无欠薪项目部”
工作标准及主要内容，不断细化工作措施，共同努力推动
“无欠薪项目部”标准创建工作，确保 2019 年农民工工资
支付工作落实落细，持续推动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涵江食药监分局

严禁捕捞销售食用织纹螺
本报讯 （记者 朱建婷 通讯员 林庆华 黄婷
婷）当前正值织纹螺繁殖旺季，连日来，涵江食药监分局组
织执法人员对辖区集贸市场、水产品批发市场、商场超市
等场所开展织纹螺等贝类产品监管行动。
在流通环节，执法人员对辖区农贸市场内水产摊进行
排查，确保织纹螺不得上市销售；在餐饮环节，执法人员深
入辖区餐饮服务单位进行排查，提醒餐饮服务单位不得经
营织纹螺；在宣传环节，辖区所有农贸市场悬挂《严禁捕
捞、销售、加工和食用织纹螺》横幅，共 19 条；共发放《严禁
捕捞、销售、加工和食用织纹螺》宣传单 2000 份。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销售、不购
买、不食用织纹螺。若发现水产摊点或餐饮经营者有销售
织纹螺行为的，请拨打 13331 进行投诉举报。

X 新闻点击

inwendianji

突击执法取缔黑加油点

本报讯 （记者 林嫔）上周，城厢区应急管理局联合
华亭镇政府、城厢公安分局对 324 国道郊溪段一家黑加油
点进行突击执法，执法人员共拆除 5 个储油罐、1 个加油
机，并当场销毁。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爱心人士为贫困生捐运动鞋
城市公交便捷化、城镇公交快速化、城乡公交一体
化。这些年，市公交集团坚持抓改革创新、抓服务提升、
抓绿色发展，成效凸显。据统计，目前该公司有公交车
880 辆，营运公交线路增至 78 条，线路总里程达到 1655
公里，线路覆盖各县区 （管委会），2018 年全年运营里程
4991 万公里。
闽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现有公交车 453 辆，营运公交
线路 38 条，线路营运总里程 1170 公里。
眼下，全市正形成以快速公交为骨干、普通公交为
主体、小型公交为补充的城乡公交新格局，让公交这道
流动风景成为美丽莆田一张明亮的城市名片，提升市民
幸福感。

“方家铺子”制作食材纪录片，走遍全
国。2015 年，为拍摄《飨路》，这群年轻
人开始走出莆田，走遍全国，见证
了夜晚下新疆、也曾见证
大连海浪，只为拍摄
心目中的短视频，
该视频后来全
网浏览量突破
1200 万。
正是在梦
想支撑下，团队
从最初两人发
展到现如今十 七
人。 这支因梦想而
创立的团队也面临许多
赵
困难，经历许多挫折。展策、
立阳、黄晓彬、魏胜坤等人来到大连拍
摄
“海参”，他们需要在小船上架起摄像

本报讯 近日，
秀屿区东峤镇霞西村爱心女士林琼华来
为该校 28 位贫困学生每人送上了一双崭新的
到下屿小学，
运动鞋。同时，
学校还组织了一场感恩教育活动，引导全校
学生懂得感恩，
让爱不断延续下去。 （郑黎华 陈凤钗）

非法收购出售野生动物制品被抓
本报讯 （记者 林嫔 通讯员 俞晨阳）近日，仙游森
林公安分局民警抓获一名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的在逃人员林某。经查，林某于 2017 年间非法
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象牙制品 61.6 公斤，涉案价
值 271 万元。目前，林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机，由于大风导致海面层层波浪，船只
也无法平稳，一开始他们就集体晕船，
展策开玩笑说道：
“边吐边拍”
。还有
一次来到南疆拍摄视频，
当时，黄晓彬、蔡松与
拍摄对接人失去联
系，在晚上 9 点
后走失 ，直到晚
上 10 点多才找
到交通工具，得
以安全回归。困
难的事情一件件
迎面而来，团队一
件件埋头解决，即使
再辛苦，也没有怨言，始
终坚持自己的梦想，用团队特
有的方式实现“电影梦”。
从莆田到厦门、再到上海，再到现

在拍摄足迹遍布全国，这一群青年走过
57 个地区，在途中吸收养分，逐渐茁壮
成长，
在梦想之路越走越远。
现在公司已逐步稳定，他们守护着
初心，
不急不躁，
慢慢前行。在许多人眼
里，远走他乡，驻足在一片新的地方创
业是不值得的。如果重来，
还会选择梦
想吗？展策说：
“我们还是会选择创业，
因为我们不想平平庸庸，只想做属于我
们这个时代的弄潮儿。我们是 90 后，
历
史会为我们书写上一笔应该有的‘痕
迹’
。这‘痕迹’
，在当下的大时代，在未
来，
更在我们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