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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监督，是我们成长进步的重
要课堂和平台。青年干部要在基层一
线中实践锻炼、提升能力。”日前，为推
进“能力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的深入
开展，平潭综合实验区纪工委监察工
委举办以“做实下沉监督 激扬出彩青
春”为主题的青年干部座谈会，纪检监
察青年干部代表的誓言掷地有声。

今年以来，平潭纪检监察机关把
全员培训作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队
伍的重要抓手，打造了“中心组学习+
清风学堂+道德讲堂+清风参阅”学
习平台，深化“跟案实战锻炼+跟班专
业学习”传帮带模式，分批次组织纪
检监察干部参加领导干部能力专题
培训、监督执纪培训以及“岗位练兵”

等专项培训。
此外，平潭纪检监察机关还建立

委领导班子带信下访和全员接访制
度，安排委机关各室、派驻纪检监察
组轮流接访，由熟悉信访举报业务的
信访干部和其他部门的干部一道接
访。“接访工作很锻炼人，有效提升了
我应对复杂问题、联系服务群众的能
力。”一名纪检监察干部接访结束后
有感而发。

履职交流，是体现能力作风的“练
兵场”。今年上半年，平潭纪检监察机
关分别组织两场驻片区（乡镇）纪检监
察干部履职交流活动。通过交流活动
互学互鉴，发现自身不足和短板，职责
定位更加聚焦，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履

职能力得到提高、作风形象得到提升。
与此同时，平潭纪检监察机关还

积极探索实验区扁平化体制下的下沉
监督新路径，组织巡审办、委机关、派
驻机构 114 名干部挂钩监督全区 219
个村（居），构建“纪工委+派驻纪检监
察组+村级纪检委员”组团监督体系，
把主要时间、精力、工作放在走村入户
上，着力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据统计，今年以来，平潭纪检监察
干部走村入户 1219 次，收集并协调解
决各类社情民意问题 222 个，推动建
章立制 9项。推动 2个红牌村（居）转化
为黄牌村（居）、6 个黄牌村（居）转绿
牌村（居）。

文明创建，是提升能力作风的“助

推剂”。平潭纪检监察机关打造“一支
部一特色”，建立支部“达标创星”党建
品牌 9 个。探索“党建+群团”模式，成
立读书班，设立读书室，建立谈心谈话
制度，积极推动业务骨干与帮带青年
干部深度“帮带”。打造“党建+志愿服
务”组合，积极开展志愿服务。今年以
来，累计开展疫情防控、疫苗接种、核
酸筛查等各类志愿服务 130 余场次，
覆盖群众达 15万人次。

如今，只要走进平潭综合实验区
纪工委监察工委机关，在各室墙上或
桌面日历上都能看到“工作清单”，细
细罗列出近期工作重点和任务，“工作
清单”也是每个室的“履职日记”。

程枝文 常雅迪 □专题

平潭：在实干中提能力转作风

本报讯 （记者 储白珊 实习生
张嘉慧） 18 日，省教育厅等九部门联
合发布消息，提出打造由政府推进、高
校牵头，科研院所、行业组织、企业、金
融机构等共同参与的政产学研用金联
盟，以服务“四大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产学研用金联盟将重点围绕我
省“四大经济”战略发展需求，推进有
组织的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共建
一批重大平台，实施一批重大联合攻
关项目，推动产生一批重大成果、重大
奖项，促进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转
化。2022 年，拟通过启动实施若干重
大联合攻关项目，在“四大经济”领域
推动取得一批技术突破，在省部级奖
项、高水平论文、发明专利、标准制定、
产业化示范应用、对外交流合作、人才
培养基地建设、智库建设等方面取得

一系列进展。
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

学、福建农林大学将分别牵头建设海洋
经济、数字经济、文旅经济、绿色经济政
产学研用金联盟，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

“四大经济”学科专业体系，持续提升福
建高校在“四大经济”领域影响力和服
务高质量发展成效。我省将通过建设政
产学研用金联盟，强化高校与政府、市
场、社会之间的协同，推动高等教育在
助力构建我省产业新体系中发展壮大
综合实力，提升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服务区域创新发展、服务经济转型
升级、服务保障民生的能力。

相关部门将协同推进联盟建立多
元投入长效机制，积极争取社会各方
支持，多渠道聚集资源，增强联盟自我
发展能力。

我省九部门联手打造政产学研用金联盟

本报讯 （记者 储白珊 实习生
张嘉慧） 省教育厅近日发布消息，支
持福建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泉州
师范学院、莆田学院、三明学院、龙岩
学院、宁德师范学院、福建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等 8 所高校开展福建省美
育浸润行动。

根据相关要求，这 8 所高校将在
我省除厦门市外 8 个设区市和平潭综
合实验区的一个或多个县（市、区）内，
选定若干所中小学校作为浸润行动实
验校，围绕美育课程教学、实践活动、
校园文化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内容
开展对口支持。具体的支持任务包括：
通过名师工作室、名师工作坊、培训进
修、师徒结对、集体教研等多种形式支
持对口县（市、区）开展教师队伍建设专
项帮扶，提高区域内中小学校美育教师
专业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开发和实施

2 至 4 门美育专项课程，每学期保持在
50学时以上，课程的开设至少覆盖对口
学校 50%以上的学生。帮助对口中小学
校建设 2个以上美育兴趣小组或社团，
帮助中小学生基本掌握至少 1 项艺术
特长。帮助中小学校充分利用广播、电
视、网络、宣传栏和新媒体平台等，营造
好校园文化环境。组织开展美育文化活
动，鼓励高校艺术院团赴中小学校开展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等。

据了解，2022 年省教育厅已下拨
给有关高校每校各 10 万元经费补助，
要求相关高校将定向精准帮扶和志愿
服务与高校实践教学相结合，建立包
含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在内的结构
合理的志愿服务团队，形成“传帮带”
的稳定服务模式。省教育厅将对成效
显著的高校进一步予以支持，对成效
不佳的高校实施淘汰机制。

我省8所高校获支持开展美育浸润行动

本报讯 （记者 树红霞） 近日，
福建省档案系统首届数字工匠技能
大赛在省档案馆举办。本次大赛由省
总工会、省档案局、省档案馆主办，省
档案学会、省档案馆机关工会承办，
来自全省各级各类档案馆（室）和机
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在省市两
级档案主管部门备案的档案服务机

构的档案工作人员，经初赛、复赛两
轮角逐脱颖而出的 60 名选手参加决
赛。

本次决赛按照福建省地方标准
《档案数字化操作规程——纸质档案》
（DB35/T1856-2019）技术要求，围绕
档案数字化加工“前处理”“图像扫描”

“目录著录”三个环节进行实际操作。

省档案系统首届数字工匠技能大赛举办

本报讯（记者 树红霞） 近日，喜
迎党的二十大——鱼拓画艺术展在福
州三坊七巷郎官巷 32 号开展。本次展
览由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
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展览将
持续至 7月 29日。

鱼拓艺术起源于宋代，即将鱼的
形象用墨汁或颜料拓印到纸上，灵感
源自中国古老的碑拓技艺——用墨来

制造鱼拓。鱼拓艺术表达的不仅是鱼
体的美，同时也展现出鱼的神韵。一个
境界高的鱼拓艺术家，能用浓淡相宜
的墨色，把鱼的形态、神韵强烈地表现
出来，使得作品灵气盎然，颇具中国画
的韵致与诗意。除此之外，鱼拓作品还
可以绘上水草或山水，可以通过书法
题写诗词，再钤盖印章，形成融诗书画
印于一体的艺术品。

鱼拓画艺术展在榕开展

本报讯（通讯员 谢泽业） 15 日
至 17 日，由福建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主办的“云棋院杯”2022 福建省青少
年象棋锦标赛在福州举行，共有来自
全省各地的 88 个代表团队、697 名运
动员参赛。

比赛分为男、女个人赛、团体赛，
按照性别、年龄及参赛人数的不同，共
设 14 个组别进行比赛。经过 9 至 11 轮

激烈的角逐，福州市钱塘小学获得小
学男子团体冠军、福州市鼓楼第二中
心小学获得小学女子团体冠军、福州
市延安中学获得中学混合团体冠军；
来自福州、厦门、龙岩、泉州等地的选
手分别获得 16项个人冠军。

本次赛事为我省各地市青少年棋手
交流棋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对促进我
省象棋文化推广与教学起到积极作用。

“云棋院杯”省青少年象棋锦标赛举行

“我把毕生积蓄拿出来修复家乡
的古厝，既是为圆儿时的梦，更是盼能
留得住乡愁，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一
天好。”日前，记者采访 72 岁的吴锡孝
时，老人正在整理全国“最美文物安全
守护人”证书和照片。

今年 6 月 11 日，由国家文物局主
办的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
市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在当日
的开幕仪式上，第四届寻找全国“最美
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揭晓，全国共 12
名个人和 3个团体入选，尤溪县经通村
村民吴锡孝是我省唯一入选者。

经通村位于尤溪县梅仙镇中部。
在这块相对海拔约 200 米的山地丘陵
缓坡地，分布着多座建筑形制各具特
色的土木结构古民居，最具代表性的
有马坪厝、水尾林厝、前垅厝、后垅厝、
上隔兜厝等，总建筑面积达 2万多平方
米。它们背靠延绵群山，整体规模宏
大，建筑年代均为清乾隆至光绪时期。
这些古建筑四周筑以围墙，庭院高深，
院中辟有多个天井，极富闽中丘陵山
地气息。古朴、庄重、美观和实用的建
筑风格，体现了福建民居建筑的山林
文化特征。

经通古建筑群之所以能保持完好，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村民吴锡孝对
这一片净土的倾囊修复和悉心守护。

“当年家庭困难，我从福州被送到
经通村，经通村乡亲将我养育成人；改
革开放后，我做餐饮、开旅社、办企业，
国家政策助我勤劳致富，我要尽己所
能为经通村做点事。”吴锡孝出生于福
州安泰桥附近，60 多年前，父母将不到
10 岁的他送到尤溪县梅仙镇经通村。
虽然当时物质条件困难，但养父吴士
实对他十分照顾，邻居大婶也时常送
来布料让他做衣服穿。

经通村的风土人情在年轻的吴锡
孝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长大后，吴
锡孝买了房子回到福州，但经通村这
个养育他的家乡始终萦绕心头。

有一天，回村的吴锡孝看到从小长
大的马坪厝被杂草淹没，且路基溜方、
围墙坍塌、厢房半歪斜，有的塌方压垮
后厅侵占走廊……看到这番情景，吴锡
孝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他暗下决心，决
定自掏腰包对马坪厝进行抢救性修复。

于是，与马坪厝宗亲、村民和村两
委一起研究、探讨，大家一起投资投工

投劳。一开始，很多村民认为吴锡孝动
机不纯，想将古厝修好后变成他个人
房产使用；他的子女对此想法也不赞
成，觉得修古厝费钱费心，还吃力不讨
好。吴锡孝却说：“修缮这些古厝，我没
有任何私心，只是为了传承我们经通
村的历史文化。这里是养育我的家乡，
我希望她留得住乡愁，越来越好，这也
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

古建筑修缮确实是一件费心的事。
在修缮马坪厝外部的石墙时，墙体的鹅
卵石因早前塌方流失了。为了确保文物
安全，保证古厝修旧如旧，吴锡孝带着
工作人员到河滩上一颗一颗挑选合适
的鹅卵石运回；在修缮屋顶的瓦片时，
老人经常自己爬上房顶看整体效果。

“既然做，就一定要做好，我得保证这些
古厝的原汁原味。”吴锡孝说。

为了最大限度还原古建风格，吴
锡孝通过县文旅局雇请到了专业的古
建筑修复团队。在修缮工程期间，吴锡
孝每天早上 5 点左右就到工地亲自监
工。他还主动对接县文物主管部门，邀
请他们到现场进行业务指导，并通过
县文物主管部门的领导、专家一起向
村民沟通、解释——经通村古厝体量
大、艺术性强，它代表了尤溪乃至闽中
古民居的建筑风格，把它修复，不仅是
保护祖先遗产、保护文物，而且是传承
文化、推动乡村振兴。

马坪厝修好后，吴锡孝又捐资修
缮村里的其他 4 座古厝。“对古民居进
行抢救性修复，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我
还要让它活起来，最大限度呈现它的
价值。”吴锡孝说。至于为修复这些古
厝总共投入了多少钱，老人始终只有
一句话：“钱确实投不少，也确实压力
很大，但修文物这个钱花得值。”

吴锡孝不仅出资修缮，还监工出
力。有一段时间，吴锡孝盼着下雨，因
为雨天最能考验老屋的破损程度，也
最能检验修复的质量。下雨时，吴锡孝
不停围绕老屋巡察、走进老屋查看，检
查已修的会不会变色、有没有漏雨，未
修的漏洞在哪。屋内视线昏暗，他便戴
矿灯举电筒四处照看，找到漏雨处，在
地上做个记号。雨停之后，督促有针对
性的修复。

修复后的经通古厝以其独特的建
筑魅力吸引了意大利巴里理工学院、
浙江大学、福州大学等众多高校学者、

游客前来探访。其中，浙江大学建筑学
院的 78 名师生用 10 天时间对 5座老屋
进行测绘。吴锡孝认为这是挖掘和宣
传经通古建筑群文化艺术价值的好机
会，于是每天开车去县城的批发市场
采购食材，悉心安排测绘队的一日三
餐，还每天到测绘现场提供全方位服
务。因多日连续操劳，测绘结束后，老
人病了一场，却自称乐在其中。

吴锡孝坚守文物安全、传承中华
文脉的善心之举感动了村民，也得到
国家、省、市相关部门的关注和肯定。
尤溪县通过积极宣传乡贤吴锡孝的先
进善举事迹，推广经通村“老屋拯救”

示范点经验与做法，发挥乡贤的示范
引领作用，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文
物保护，拓宽了文物保护资金投入渠
道，使政府主导、全社会广泛参与的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新
工作格局逐步实现。

古民居逐渐活起来了，吴锡孝信
心倍增。从兰州领奖回来的第二天，老
人就回到经通村。他说，希望借此机
会，为经通古厝增加流量，吸引更多有
实力的企业来投资提升，让老屋站起
来活起来，通过他的努力带动更多的
人，更好保护文物古厝，有效激活乡村
活力、带动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捐 毕 生 积 蓄 让 老 屋 活 起 来 ，用 善 举 纾 解
乡愁，尤溪古稀老人获全国“最美文物安全守护
人”称号，为我省唯一入选者

吴锡孝：

唤醒老屋唤醒老屋，，留住乡愁留住乡愁
□本报记者 郭斌

本报讯 （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游松柏） 柘荣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
近日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
该剪纸长卷由柘荣剪纸省级传承人孔
春霞带领学生历时四个多月完成。

据悉，《血汗铸辉煌》长达 12.3米，
以“诞生共党庆工农”“万里长征千秋
业”“百年辉煌谱华章”等 15 个场景的
组图形式，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为保护传承柘荣剪纸这一传统民

间文化，柘荣县制定了一系列剪纸文
化产业的挖掘和保护措施。通过举办
剪纸艺术骨干培训班、校内设立剪纸
培训基地，将《柘荣剪纸》列入乡土教
材教学计划，培养剪纸新生力量。全县
现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 人，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 3 人，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 8人。

柘荣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
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

经通村古建筑群经通村古建筑群 （（采访对象供图采访对象供图））

吴锡孝在古厝巡察吴锡孝在古厝巡察。。 （（采访对象供图采访对象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李珂）
记者从福建省武夷山生物研究所获

悉，日前，该研究所科考调查员在武夷山先
锋岭记录到一只孪斑黛眼蝶。此蝶类在我国主

要分布于四川、浙江、台湾等省，在福建省内记录
较少，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区域内属首次发现。

据 介 绍 ，此 次 发 现 记 录 也 说 明 了 武 夷 山
自 然 生 态 持 续 向 好 ，生 物 多 样 性 日 益 丰

富 ，亦 是 对 武 夷 山 生 物 资 源 调 查 的
有益补充。

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
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首次发现孪斑黛眼蝶

18 日，省运会青
少年乙组排球比赛在
顺昌体育中心开赛。
本 次 比 赛 将 持 续 到
26 日，以循环赛的方
式决出冠军，并评出
体育道德风尚集体奖
和个人奖。图为小队
员们在进行拼抢。
蒋丰蔓 徐华山 摄

孪斑黛眼蝶孪斑黛眼蝶 万勇万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