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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莉） 为纪念红军攻克漳州 90 周年，5 月
30 日晚，布袋木偶剧《祝寿》在漳州古城木偶艺术表演馆成功
首演。

布袋木偶剧《祝寿》以红军攻克漳州为历史背景，讲述红
军进漳后筹粮筹款的故事。该剧以活态文化遗产呈现历史革
命故事，让观众在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的同时，重温红
军攻克漳州的伟大革命历史时刻，感受红军践行依靠人民、
团结人民的群众路线以及漳州人民支持中国革命所作出的
巨大贡献。

据悉，该剧由漳州文旅局策划，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
与市戏研所创排，去年 11 月开始筹备，今年 1 月完成剧本创
作，经半年多排练后首演。首演后，该剧将根据观众反馈进一
步打磨提升，努力成为推介漳州、宣传漳州的一张名片。

布袋木偶剧《祝寿》首演

环卫公司来了之后……
□本报全媒体记者 于莉 通讯员 沈逸芳 文/图

凌晨 4 点，诏安县的一支环卫机械队
伍已悄然出动，在玉峰路、梅园路、江滨路
等几条道路上，专业道路冲洗车、清扫车辆
缓慢行驶着，枯枝落叶、灰尘等一一被清扫
并冲洗，比起传统的人工保洁，机械保洁又
快又彻底。如今，诏安中心城区的主次干道
已 100%实行机械化联合作业。

此外，在城中村的背街小巷里，已经
看不见随处丢弃的垃圾；无物业小区里，
也 有 了 专 业 的 保 洁 队 伍 ，各 式 牛 皮 癣 消
失不见……一场家门口的“垃圾革命”吹
响了集结号。

2015 年，诏安县开始实施环卫保洁一
体化改革，以中心城区的镇街为实施主体，
将辖区范围内的道路保洁、河道保洁、公共
服务空间管养等工作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
选聘专业环卫公司运营。“改革前，城区的
道路保洁主要由县环卫中心和社区环卫队
共管，容易出现一条道路交叉作业，职责不
清。随着时间推移，造成‘两处管，两不管’
的尴尬境地。”诏安县市容管理局副局长沈
晓坤表示，改革后，以镇街为实施主体，打
破了原本条块分割保洁的局面，同时将扫
帚延伸到居民家门口和桥下空间、绿化带、
水塘、废弃地等犄角旮旯，真正实现清扫保
洁管理的无缝隙、全覆盖。

“过去，城中村的生活垃圾基本是露天
堆放，天气一热，味道很重，载运垃圾的是
板车或小货车。如今，每天都有专业的垃圾
压缩车过来，定时定点清运。”家住在南诏
镇的居民李先生说，现在乡里乡亲都不再
随意倒垃圾了，统统打包处理好丢进垃圾
车。

目前，诏安已建成日处理量达 400 吨
的县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 1 座；主城
区建成垃圾中转站 4 座，日转运量可达 120
吨；全县乡镇垃圾中转站达 15座；县区 5个
建制村已全面实施环卫日常服务。

据悉，在诏安县新一轮环卫保洁招投
标中，新增了 10余种共 87台机械化作业设
备，包括清污车、雾炮车、护栏清洗车、大中
型洗扫车、电动收集车等环卫保洁特种车
辆，全面覆盖市政道路、背街小巷、公园、游
步道及公厕等。

“一把扫帚”管到底
物业小区只清扫小区内道路，对沿街店铺外的路面卫生置

之不理；环卫工人只清扫路面，对绿化带里的垃圾视而不见；无
物业小区里的牛皮癣五花八门……以往，诏安县的道路保洁区
域存在着模糊地带，所属的保洁部门容易互相推诿扯皮。

为探索解决这一问题，今年以来，该城区在新一轮的环卫一
体化项目中，新增了 47 座公厕管理、无物业小区牛皮癣清理、城
区餐厨垃圾清运、物业小区推进垃圾分类等 4 个服务项目，并明
晰县城物业小区沿街商铺的路面保洁工作由中标的保洁公司全
权负责。

上午 11 点，玉峰路（安居小区北区），科晖集团保洁公司环
卫工林师傅在认真清理绿化带内的烟头、纸屑等垃圾。他说，实
施一体化保洁之后，道路两侧沿街商铺门前、车行道、人行道以
及绿化带都是他的责任范围。每天清扫结束，他便会在路上巡回
保洁，主要是捡拾绿化带中、人行道上以及商铺门前的垃圾。

“此轮的县城区环卫保洁面积为 2549333 平方米，比上一轮
的测算面积多出足足 145 万平方米。”诏安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陈晓智说，今年的一体化作业内容不仅增加区域保洁的面
积，而且该项目的综合单价降低 2.36元，同比下降 21%。

原来，在项目招标前，诏安县市容管理局聘请了专业的测
绘公司，用一个月进行全区域专业测绘，通过正射影像航拍形
成 1∶1000 的地形图，按照全要素进行场景分类，把诏安县城的
主干道、人行道、背街小巷、广场砖、区域水塘、无物业小区进行
面积统计得出。

此外，诏安主城镇区 128 座无物业小区的环境保洁工作也
纳入环卫一体化作业的考核内容。

“我们在辖区内的无物业小区陆续投放垃圾分类亭，并全天
候安排垃圾督导员帮助居民垃圾分类；同时，新增十几个工人，
专门负责清理小区牛皮癣，这项工作是新增的。”科晖集团保洁
事业部诏安项目处经理张小明说。

在此次环卫一体化保洁中，林巧妹获得就业机会。“家中还
有老小，出远门打工不方便。在家门口捡捡扫扫，还有工资可以
领，各项福利有保障。”林巧妹虽患有轻微的小儿麻痹症，但并不
影响她日常行动，做城市保洁每月 2340 元的收入让她心里有了
底气。

据了解，目前在诏安城区的 380 余名环卫工人中，科晖集团
保洁事业部优先聘用建档立卡户、低保户以及不丧失劳动力的
残疾人上岗，并提供不少于 78 个的就业岗位给低保户，同时为
所有环卫工人缴纳五险。

6 月，诏安县智慧城管暨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投入试运
行，管理范围涵盖主城区 18.8 平方公里。其中，智慧环卫系统模
块也将全面启用，借助物联网设备，对诏安环卫作业全流程和所
有管理对象进行监管。“比如实时对环
卫车辆、道路设施、公厕运行情况进行
监测和数据分析。”陈晓智说，该
平台系统将探索环卫作业
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数
据规律和反映出的问
题，实现问题精准溯
源、提前预判，为部门
问题处置提供翔实的
一手资料。

保洁提质又增效

“没想到生活了大半辈子，家门口的臭水塘
不臭了，从前不敢开窗，现在几乎每天早晚都会
沿着塘岸走走，呼吸清新的空气。”家住诏安县
南门塘附近的沈大爷感慨道。

诏安县的北门塘、南门塘临近诏安古城，见
证了老一辈的岁月。其中，北门塘的怀恩公园于
上世纪 90 年代建成，是老城区居民锻炼、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也是城区重要的排蓄水源。几十
年来，南北门塘周边居民生活污水直排、塘水自
净能力弱、塘底淤泥叠加、水面垃圾漂浮等一系
列问题，致使两塘塘水水质浑浊、水体恶臭，成
为典型的黑臭水体，周边居民几十年不敢开窗，
这也成为当地群众多年来的一块心病。

2021 年，诏安打出清淤、截污、引水组合
拳。首先聘请第三方保洁公司，将排入北门塘、
南门塘的生活污水全部采取截污纳管，把生活
污水全部引流至污水排放口，同时清除塘底淤
泥约 1200 立方米。长治久清还需有源头活水，
塘底清淤后，先从东溪布管引水，建设引水提
升泵房，埋设进入北门塘，再由北门塘埋设管
道引水至南门塘，至此，两个池塘活水灌入，清
澈见底。

水清还要岸美。主体工程完成后，诏安县城
管局对怀恩公园开展提升改造，把南门塘提升
重点放在修建闭环木栈道上，共建设仿木纹水
泥护栏 500 米，塘边铺设透水混凝土路面；北门
塘的怀恩公园则将湖心亭、连廊、拱桥重新修
葺，对亭上字画进行保护性修复，安装仿古门
窗，刷新墙体，塘边建设水幕墙，铺设石板路等。
同时，对两塘加装夜景工程，见缝插针补植绿
化，进行美化。

如今，南北门塘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不仅
成为老城区百姓茶余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还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

此外，2019 年，诏安县城市管理局对县江
滨公园投入约 7000 万元进行绿化亮化，增设公
厕、观光凉亭等基础配套设施，提升城市绿化品
质，让市民尽情体验诏安休闲自在的慢生活。

近年来，诏安高标准打造江滨、南湖、文体
中心等新区，江滨公园、梅峰公园、南湖公园、中
山公园、怀恩公园成为“网红打卡点”，完成 9 条

市政干道景观提升和 7 条道路“白
改黑”、立面改造，改造南雅园、龙
兴楼、下梅塘等棚户区和花墩糖厂
等一批老旧小区，深入开展省级文
明县城创建，实现城市美丽蝶变。

新晋“网红打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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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北门塘怀恩公园休憩。

安居小区纳入
城市一体化保洁后，
小区道路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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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杜正蓝 通讯员 刘钦赐 郑文典） 日前，
漳州市实验幼儿园芗城分园暨通北中心幼儿园、芗城区芝山
第四幼儿园两所区属公办幼儿园开园揭牌。

漳州市实验幼儿园芗城分园暨通北中心幼儿园位于芗城
区腾飞路，占地面积 6300 平方米，毗邻漳州市实验幼儿园。办
园规模 12个班，可容纳学生 420人。

芝山第四幼儿园位于瑞京路，占地面积 6135 平方米，户
外活动场地 4041 平方米。办学规模 12 个教学班，可容纳学生
420人。

漳州市区
新增两所公办幼儿园

本报讯（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吕春英） 在中国驻美大
使馆文化处的牵线和指导下，日前漳州组织面向美国弗吉尼
亚州波多马克学校的中国木偶艺术专题线上讲座。

活动中，波多马克学校的同学们学习了漳州布袋木偶戏
以及木偶头雕刻艺术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大家欣赏了漳
州市木偶艺术展示馆里精湛的木偶作品，了解木偶的种类和
蕴含的中国文化，感受中国传统工艺的魅力。

互动环节中，同学们跟随木偶表演艺术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陈黎晖学习木偶“手指功”，现场制作手工木偶。漳州市第一
外国语学校学生隔屏与波多马克学校的学生共同交流，分享
制作手工木偶的心得。

漳州市布袋木偶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们还演绎了精彩的
布袋木偶戏《大名府》剧目。

对美学校举办
木偶艺术专题线上讲座

本报讯（记者 黄小英） 近日，戏曲电影《谷文昌的故事》
首映仪式在东山县谷文昌干部学院举行。

《谷文昌的故事》作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影片，由省委宣传
部、东山县委宣传部、北京红旗颂文化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摄
制。作品以豫剧作为表现形式，讲述了谷文昌同志带领东山人
民治沙造林，让“荒岛”变“宝岛”，用实际行动赢得百姓爱戴和
敬仰的感人故事。影片全部选在东山县取景拍摄。

戏曲电影《谷文昌的故事》
首映式在东山举行

本报讯（记者 苏益纯） 近日，漳州城市职业学院举行漳
州小学教育联盟、学前教育联盟成立仪式。

据悉，为充分调动行业、校（园）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深化小学教育、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推进小学教
育、学前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由漳州城市职业学院牵头组
建区域教育联盟，并成立漳州小学教育联盟、漳州学前教育联
盟。

据了解，漳州小学教育联盟、学前教育联盟将致力打造基
础教育发展共同体，把基础教育师资的供给和使用联系在一
起，在共融互动中深化合作，提高基础教育师资培养质量，提
升小学、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和科研能力，为漳州基础教育均
衡发展、优质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创造更好条件。

漳州小学
教育联盟、学前教育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 苏益纯） 记者从漳州市教育局获悉，今
年漳州市参加高考人数为 26636 人，考生人数比去年略有上
升。漳州市共设 13 个考区，有 27 个考点 1188 个考场。

与往年相比，今年高考将高考组考防疫列入当地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工作重点，按照“一考区一策”“一考
生一策”原则，分级分类周密制定组考防疫方案，完善突发疫
情应急预案，做到“应考尽考、一个不落”。

漳州今年2.6万余考生
参加高考
比去年略有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