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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区传播传统文化

高效协作精心筹备会议

—记我市基层“ 最 美 文 化 工作 者”陈 梓笛
——

12 月 9 日，冬日里难得的晴好天气。记者一早来到涵
江区大洋乡，在杏山村的“笛韵森林人家”内，年过花甲
的老人陈梓笛正和他的爱人在庭院里晒被子。他说，当天
正好是周五，晚上有一个旅游团队在这边住宿，趁着天气
比较好，赶紧把这些被子晒好，让来这里的客人晚上能睡
得好。
曾在
今年 65 岁的陈梓笛已经和文化打了 45 年的交道，
大洋乡从事电影放映工作，后来成为大洋乡文化站站长，就
“莆田市 2016 年度最美文化工作者”
，如
在不久前，
他刚获评
今退休在家的他还一直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而奔忙。

陈梓笛说，自己从事基层文化工作这么多年，主要是
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陈梓笛在家排行老四，五兄弟按
“琴、弦、箫、笛、笙”取名。取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寄
托了父辈们对他们的期望。五兄弟也不负重望，如今果真
是各具特长。陈梓笛的特长是笛子，其他兄弟也分别擅长
名字中的乐器，在他们家族中，每个人都能给游客表演不
同的才艺。
陈梓笛说，他最早接触到有关文化的东西，就是给大洋
乡 18 个乡村的群众们放映电影，而且一干就是 30 年，陈梓
笛说，他和其他放映员不同，会把每个时期的政策和热点，
自编成耳熟能详的快板俚歌，在电影放映前唱给群众们听，
以至于到后来，群众们都光顾着去听陈梓笛唱俚歌小调了。
大洋地处我市偏远山区，放映电影的过程中，陈梓笛
时常听到群众叹息文化生活太单调了。于是，他就决定发
挥自家五兄弟在吹拉弹唱方面的特长，成立业余家庭文艺
队。利用节假日时间，采用自编自导自演的形式，为老区

群众送去欢乐和笑声。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山区传统的生产生
活用品也逐渐消失。记者跟随陈梓笛来到他创立的大洋民
俗馆，这是一座传统的古民居，里面摆放着近几年陈梓笛
收集来的古朴物品。这些物品大多是村民已经扔掉的物
件，他又从垃圾堆中捡回来的。凭借自己长期从事文化工
作的优势，别人眼里的垃圾废品，到了他手里，就是一段
鲜活历史。在他看来,这些老物件都有浓厚的历史感，它在
讲述当时的历史，这和红军的精神一样，不应被人所遗
忘，更应代代相传。因此他将这些物件从废墟中抢救出
来，让这些废弃物重新焕发出历史价值。
陈梓笛说，他对文化工作有着深深的情结。这些年，
他先后获得中国乡村旅游致富带头人等称号，不过他还是
喜欢“最美文化工作者”，因为他觉着亲切，未来，他也
打算将乡村文化工作持续开展下去。
本报记者 陈沛达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本报讯 （记者 刘永福） 今年以来，我市以绿色发
展理念为指导，将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建设特色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坚持“产
出来”和“管出来”两手抓、两手硬，全面提升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加快农业标准化。全市已完成 1847 家农产品生产主
体完成备案登记，196 家食用农产品规模生产基地实现按
标生产，累计共创建示范场 69 个。
完善“两个平台”建设。全市 148 家农药经营企业和
84 家兽药经营企业纳入农资监管信息平台运行，94 家市
级以上龙头企业和省级农民规范社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监管信息平台建设。
实施农产品质量专项整治。全市已检查生产经营企业
6500 多家次，出动执法人员 1.7 万余人次，查处各类农业
执法违法案件 32 起。
开展农产品质量多级监测。目前，农业部例行监测抽样
354 份，检测合格率达 99.15%；省对市监督抽检累计完成抽
样 305 份，检测合格率达 99.3%；市级监督抽检 194 份，检测
合格率 100%；市级例行监测 402 批，样品合格率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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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园宣传交通安全

本报讯
(记者 林嫔 通讯员 林建滨) 为提高学
生交通安全意识，近日，仙游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枫亭中队
民警来到枫亭中心小学作文明交通专题讲座，讲解交通基
本常识和上下学路上注意事项，并结合辖区具体案例，以
违反交通导致的惨痛教训教育学生从小摒弃交通陋习，严
守交通法规，争当文明交通宣传使者。

提升干警侦查能力
本报讯 近日，为扎实推进“两提升五过硬”建设和
“人才、人格、人文”三项教育活动，莆田市人民检察院
联合西南政法大学组织开展全市反渎部门干警侦查素能提
升研修班，突出教育和引导干警增强侦查意识、程序意
识、证据意识、效率意识和监督意识，确保理性平和文明
规范执法。
（林志鸿）

本报讯 （记者 周凌瀚） 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将
于下月 8 日至 12 日举行。昨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筹
备工作动员会，就大会筹备工作和筹备处下设小组组成
做了具体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国模、秘书长张
建华出席。
王国模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讲政治，强化大局意识，
充分认识新情况、新任务、新要求，提前准备，有条不紊做
好大会筹备和服务保障；要抓落实，强化责任意识，切实
增强执行力，制定和完善工作方案，把握时间节点，重视
工作细节，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会议纪
律；要精心策划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展示莆田形象；要勇
担当，强化协作意识，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完成筹
备工作，确保大会胜利召开。

打造“莆田鞋城”区域品牌
本报讯 （记者 陈茹萍） 12 月 13 日，以“莆田
好鞋走天下”为主题的莆田出口鞋类质量安全示范区
建设成果展在双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举办，全国各地
质检系统 50 多名代表来莆观摩。副市长蒋志雄参加
活动。
莆田出口鞋类质量安全示范区于 2014 年 11 月批准
成立，通过构建完善的建设保障体系、质量安全监管体
系、质量诚信体系及公共检测服务体系等，促进莆田鞋
业转型升级，打造“莆田鞋城”区域品牌。

党报信息助农脱贫
本报讯 每天的“古邑游洋”微信群里，都能看到游
洋镇干部从 《人民日报》 《福建日报》 《湄洲日报》 等党
报电子版转发的有关精准扶贫的报道，村干部们纷纷把报
上的信息转给村里的贫困户，让他们从中寻找适合自己的
商机。今年以来，该镇干部已从各级党报党刊精选精准备
扶贫信息 100 多条，部分信息还在游洋镇“古邑游洋”微
信自媒体 （公众号） 上发布，不少群众从中获益。
游洋街道石山村贫困户李兰英，家有几十亩丰产竹林，
苦于销路不畅，毛竹和竹笋烂在深山。不久前她在 《福建
日报》 上看到农民借助微信平台销售土特产发家致富的新
闻，于是请人帮忙在微信群转发自家竹林和竹笋的图片和
信息，几天后就有秀屿区笏石农贸市场一老板打来电话，
接下了 1800 多元的竹笋订单。目前，该镇已完成 2017 年
度党报党刊征订任务，并将党报党刊分别置于各村显眼地
方，方便村民和贫困户阅读，并从中获取适合自己的创收
信息。
（林鸿）

确保输电线路安全度冬
本报讯 （记者 蔡玲 通讯员 林宇澄 朱清霞）
12 月 6 日，国网莆田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的工作人员走访
了城厢区灵川镇、东海镇防火办，为今冬明春的输电线路
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近段时间，全省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为此该公司
加强与森林防火部门、联防的沟通互动，向各林业局发
函，提请发挥各级护线组织作用，宣传政策法规；开展线
路重点区段和时段特巡，每日对 100 多段域级防山火区段
进行通道巡视，并结合巡线修剪威胁线路安全运行的高杆
植物。目前，已修剪高杆植物 1000 多棵，安装防山火宣
传牌共 126 面，安排护线员进行防山火特巡，做到火情早
发现、早报告。
下一步，该公司将安排各班组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山
区线路巡视上，防范山火发生，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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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喜领救助
连日来，涵江区近百名志愿者走上街头，在城区 19 个主要交通路口开展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
活动，针对闯红灯、乱穿马路、跨越护栏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及时劝导纠正，并为过往行人提供帮助，倡
导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营造文明交通的良好氛围。
方薇 林亦霞 摄

风雨无阻 守护平安
本报讯 （记者 吴伟锋 通讯
员 胡雪梅）每天上学放学期间，市
区荔城大道和石兴路交叉口斑马线
旁边，2 名着装整齐的协警都在指
挥交通，举手示意车辆停在斑马线
前，让过往的行人尤其是学生安全
过马路。看到个别老人走得比较慢，

民警就过去搀扶着，把他们安全护
送过斑马线，风雨无阻，守护平安。
近日，中午下班和学生放学高峰
期，城厢交警大队一中队协警陈碧海
在荔城中大道逸夫小学门口路段疏
导指挥交通时，看到一位拄着拐杖，
腿脚不灵便的老人正在斑马线上慢

慢移动，当时过往车辆较多，情况危
险，他立即上前搀扶老人过马路。过
往的车辆看到了这一幕也纷纷减速
慢行。
家住在附近的居民点赞，陈碧海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奉献，
用细微举动传递文明正能量。

志愿服务 文明出行
本报讯 市国土资源局城厢分
局组织志愿者踊跃参与“文明交通
从我做起”文明交通劝导活动。
该局 4 名志愿者头戴红帽、身
穿红马甲、臂佩红袖章、手持小红

旗，与交警一起在凤凰山台湾大酒 出行提供咨询服务。
店门口交通要道上，对个别行人违
国土系统志愿者通过文明交通
章行走机动车道、闯红灯、横穿、 劝导活动，维护城区良好交通环境，
翻越护拦、电动车逆向行驶等不文 共同关注交通安全。
明行为进行现场劝导，现场为群众
（方 琳）

本报讯 （记者 傅梅香 通讯员 徐元来） 12 月 7
日，荔城区慈善总会向 36 名贫困家庭大病对象发放慈善救
急难医疗救助金，当天共发放医疗救助金 27.6 万元。
自 2014 年以来，荔城区慈善总会认真实施区委、区政
府开展救急难的精准扶持措施，把贫困家庭大病医疗救助
作为慈善救急难的重点救助项目，相继同区民政、工会、
妇联、共青团、残联等部门协作，做好调查核实和救助工
作。缘 年来有 115 名患有大病的妇女、青少年、企业职工、
残疾人获得慈善救急难医疗救助，发放慈善医疗救助金达
102 万元，为弱势群体提供扶持和帮助。

拆除坟墓建设公园
本报讯 （记者 李俊华 通讯员 许新飞）12 月 14
日，枫亭镇依法强制拆除塔斗山景区拒绝迁移、不主动迁移
的“活人墓”、豪华坟，共拆除坟墓 13 座，拆除面积 1800 多平
方米。
塔斗山“塔斗夕霞”风光是新莆田 24 景之一，但“青山挂
白”、
“死人与活人争地”现象严重, 山上共有骨灰堂 5 座，大
小坟墓 3300 多座。为强化墓地生态整治，今年 9 月 1 日，枫
亭镇正式启动塔斗山坟墓征迁工作，在完成塔斗山所有坟墓
迁移的前提下，规划建设塔斗山城市公园，打造莆田南大门
的标志性景观。
该镇印发移风易俗倡议书 2 万份，经由全镇中小学生发
放到每个家庭，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征迁范围，目前群众
已自发迁移坟墓（骨灰盒）1300 多座。然而仍有部分民众持
甚至暗中串联抵制，为顺利推进项目
观望态度，不配合拆迁，
进展，该镇开展此次大规模集中拆除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