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编辑部 责任编辑：吴柳滔
电话:(0591)87095199社会 2022年8月3日 星期三 4

本报讯（记者 何祖谋） 近日，我
省出台《关于推进福建省扶残助残文明
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推动增强全省残疾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贯彻落实中国残联、中央文明办
等部委《关于进一步推进扶残助残文明
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推动全省扶残
助残文明实践蔚然成风，省残联会同省
委文明办、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住建
厅、省文旅厅、省广电局、省乡村振兴
局、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红十
字会、省通信管理局 12 家单位，结合福
建省实际出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指出，要结合每年“全
国 助 残 日 ”主 题 ，组 织 开 展“ 康 复 助
残”、“教育助残”、“文化助残”、“科技
助残”、“法律助残”、“爱心助残”、“红
领巾助残”、“残疾人活动日”、就业帮
扶等各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聚焦
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在社会保障、
教育培训、健康服务、产业扶持、稳岗

就业、出行便利、家居环境、人文关怀
等多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帮扶；探索
在全省推行为残疾人提供“康复训练+
日 间 照 料+辅 助 性 就 业+文 体 活 动+
N”等综合服务的乡镇（街道）、村（社
区）爱心助残驿站，推动残疾人证办理

“一件事”服务项目建设，打通服务残
疾人的“最后一公里”。

《实施方案》要求，将扶残助残与文
明城市、文明村镇、城乡和谐社区等文
明创建活动相结合，把“加强无障碍设
施建设”等相关指标列入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文明单位测评体系；组织开展
健康公益、近邻服务、社区康复等残疾
人喜闻乐见、便于参与的日常性助残服
务活动，加大对残疾老人、残疾妇女、残
疾儿童的保障力度；实施文化领域助残
行动、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行动、开展
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激励
和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扶残助残行动
中来，努力打造“助残为乐”文明实践活
动福建样本。

我省出台
推进扶残助残文明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本报讯（记者 张静雯） 近日，全
国首部 S 波段相控阵双偏振天气雷达
在福州市闽侯县大湖乡雪峰村启用。据
悉，该雷达系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天气
雷达。

相控阵天气雷达，系相位控制电子
扫描阵列雷达。该雷达利用大量可控制
的小型天线单元排列成天线阵面，每个
天线单元都由独立的移相开关控制，通
过控制各天线单元发射的相位，就能合
成不同相位波束。相控阵各天线单元发
射的电磁波，通过干涉原理合成“探测
波 束 ”。“ 闽 侯 S 波 段 相 控 阵 雷 达 有
16000 多个天线单元，全部由计算机自
动控制灵活探测，最大探测距离 460 公
里，双偏振测量距离 230 公里，最小距
离分辨力 31.25 米，1 分钟可以扫描完
成 20 层仰角。”福州市气象局局长陈春
宝介绍说，它就像蜻蜓的复眼，不用转
动头部就可以感知周围情况。该雷达的
探测范围主要是福建省及台湾海峡、台

湾岛西部，为台风、强对流天气预报预
警的重点区域。

“与机械扫描的传统天气雷达相
比，该雷达能同时具备搜索、探测、识
别、跟踪等多种功能，反应时间短、获取
数据量大、时空分辨率高，可以更快速
更细致发现灾害性天气发生前的信号
特征，更早地进行预警，也能为事后的
天气分析科学研究提供更详尽细致的
数据。”陈春宝认为，相控阵天气雷达的
启用，可加强气象观测技术装备业务能
力建设，推进气象观测业务高效和创新
发展，发掘更快捷、更精细、更先进的相
控阵雷达观测技术对气象预报预警业
务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于新文表示，发
展大型 S 波段双偏振相控阵天气雷达
技术，构建国省联动、院所参与的雷达
研发与业务应用互动机制，可为我国实
现气象雷达装备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
控奠定坚实基础。

“把脉”天气，福建有“利器”
全国首部S波段相控阵双偏振天气雷达在闽启用

曾经，他们是胸怀建功立业理想的
追梦少年，是立志入伍从军、保家卫国
的有为青年。如今，他们坚守初心、扎根
地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军人“退伍不
褪 色 ”的 品 质 。光 泽 县 现 有 退 役 军 人
3600 余人，该县出台《关于加强退役军
人培养使用支持的十条措施（试行）》，
让退役军人更好建设家乡。

2018 年 6 月，在光泽县杭川镇卫计
服务中心工作的陈建军根据组织安排，
到杭川镇坪山社区担任党委书记。面对
社区情况复杂、群众工作难做的局面，
陈建军始终保持军人作风，不怕苦不怕
累，遇到困难总是冲在前面，抓党建、抓
服务、促发展，社区各项工作都有起色，
党建工作和综合考评连续 4 年排名杭
川镇前列，从“后进”变“先进”。

“广大退役军人经过部队多年培
养，普遍具备思想素质好、执行能力强、
作风纪律严、能力素质优、团结质量高

的明显优势，是重要的社会人才资源。
从退役军人中培养、储备、选拔村、社区
干部，既能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又
能优化基层干部队伍结构，更能为基层
发展注入生机活力。”光泽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局长林建华说。

光泽县将退役军人纳入行政事业
单位和国企后备干部，符合政策的退役
军人原则上 100%安置机关事业单位。
机关事业人员招录和国企招聘中面向
退役军人专设岗位并放宽条件。

1994 年出生的沈嘉俊就是受益者
之 一 。2017 年 ，大 学 毕 业 的 他 应 征 入
伍，2021 年 9 月退役回乡。他报名参加
了光泽县属国企专岗招聘，以考试成绩
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光泽县国投公司上
班，负责公司党建工作。他感慨地说：

“县里给退役军人搭建了平台，帮助我
们这些退役大学生兵迈好工作转轨、事
业转型、人生转折的关键一步。”

退伍换装不褪色，扎根基层显担
当。目前，光泽全县有“兵支书”9 名、

“兵支委”43 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专
岗招聘退役军人 9 名，有 4 名优秀退役
军人担任乡镇党政班子成员，他们以饱
满的热情投身家乡建设的“第二战场”。

光泽县有一等功臣吴桂锡，有抗美
援朝老兵蔡传习，有抢修电路“三过家
门而不入”的毛安明，有全国模范退役
军人、圣农集团创始人傅光明……该县
突出褒扬尊崇，推动示范化引领，激发
退役军人的“红色潜能”，使其成为社会
发展的骨干力量。

“2012年之前，我先后在浙江温州、
江苏省连云港的企业担任安全总监，但
也一直心系家乡，看到家乡发展得越来
越好，我就回来，受聘进入圣农集团工
作。”获评首届南平市“最美退役军人”
的圣农集团安全生产总监李国元说。

他退役后，凭借军人特有的钻劲和

韧劲，完成了从一名“战斗员”到百亿产
业“安全员”的转变。圣农集团招聘了
350 多名退役军人，其中担任二层以上
职务的就有 20多人。

光泽县建立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
训基地，常态化开展培训，从政策、项目、
人员等方面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给予全
方位指导帮扶，并提供财政税收金融优
惠、初创补贴、生活保障等政策，形成“退
役军人创业—创业扶持—企业发展壮
大—带动退役军人就业”的良性闭环。

2018 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退役军
人庄来胜回到光泽创业。“这几年，企业
受疫情影响较大，在县里的扶持下，挺
了过来。”庄来胜说，今年在光泽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的推荐下，他参加了南平市
和省里的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都获
得二等奖，收获了一批产品订单。“公司
今年还招聘了 4 名退役军人，我们要努
力把公司做好做大做强。”

光泽县引导支持退役军人投身服务基层、乡村振兴、创业就业——

处处是建功立业的“新战场”
□本报通讯员 卢国华 王悦凯 元启根

清晨升国旗，阳光下采摘，在乡间
“巡山”……在闽侯县白沙镇井下村，有
一所“放星家园”，生活着 21 名大龄孤
独症青少年。

孤独症患者年幼时，家长可以把他
们安排在孤独症儿童康复中心或特殊
教育学校，但年龄再大一些，就少有合
适的机构接收了。2016 年，孤独症孩子
小宁的妈妈曹芳，在拥有儿童康复工作
经验的基础上，创办了大龄孤独症青少
年康复及支持就业服务的“放星家园”，
选址就在这深山中的井下村。这座两层
的老房子，房前有大院子，再往外是农
田和大山。这里，成为这些大龄孤独症
青少年的心灵家园。

“农疗”的一天

清晨 6 点，井下村“放星家园”里，
曹祥贞准时叫孩子们起床。这是座两层
的老房子，房前有一个大院子。生活在
这里的有来自全省各地城市里的 21 名
孤独症青少年，还有 6名工作人员。

6点30分，他们开启了“巡山”——步
行在村里的乡间小路上。在这一个小时里，
他们闻花香、追蝴蝶，与大自然亲切交流。

早饭后，是每天庄严的升国旗仪
式。“这场升旗仪式，是孤独症青少年一

天结构化生活的重要环节，既能训练规
则意识，也能培养他们的注意力。”曹祥
贞说。

升完国旗，大家在室内开会。孩子
们挨个讲述出门的所见所闻，锻炼语言
能力。紧接着，老师们为大家上常识课。

下午，太阳不再那么烈，大家继续“巡
山”，照看农作物，帮村民种植、采摘……

这就是“放星家园”青少年的一天，
也是“农疗”的尝试。

今年 57 岁的曹祥贞是南平人，在
“放星家园”里，孩子们总会亲切地叫他
“曹舅”。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放星
家园”是由他的妹妹曹芳创办的，曹芳
的儿子、今年 21 岁的小宁也是家园里
的一名孤独症患者。

“最初，我纯粹是来照顾外甥的。”
曹祥贞说，他当过乡村代课教师，2011
年应妹妹的请求，来到福州帮忙照顾外
甥。之后，妹妹创办了“放星家园”，他也
就留在这里，负责管理工作。

“‘农疗’是对大龄孤独症患者进行
治疗的一种全新尝试，经过这几年的努
力，已经在井下村得到实践。我们希望
通过基本‘农疗’技能培训、手工包装工
作，并通过辅助性就业恢复他们的部分
社会功能，让大龄孤独症患者实现自己
的生命价值。”曹芳说。

关爱与信任

孤独症青少年有许多行为问题，他

们有时控制不了自己。为了更快融入孩子
们的世界，工作人员需要花费更多心思。

“比如理发，晚上等他们睡着了，我
们才能偷偷地帮他们剪。”曹祥贞说，孤
独症孩子的语言、行为、社交方式都比
较特殊，刚开始接触他们时有些束手无
策。有的孩子不知饥饱，造成肠胃不适
甚至胃疼；有的孩子无法有效发泄情
绪，会捶打脑袋；有的连最基本的生活
都无法自理。

“但是，我们要让孩子们一点点去
学习，才能逐渐适应社会，这些孩子最
需要的是教育。这说起来简单，却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曹芳说。

为了更快融入，曹祥贞和他们同
吃、同睡、同住。“他们虽然已有十六七
岁，但是心智却单纯如白纸，像两三岁
孩童一样敏感、脆弱，需要足够的关怀，
取得他们的信任。”

“每次带着孩子们去徒步前，我哥
总会一双双检查鞋子里面是否有异物。
回来后，他还会为他们检查脚后跟磨皮
和脚气的情况。到了晚上，个别孩子存
在睡眠障碍，他巡夜发现了，会和孩子
一起靠在床边坐着，做心理辅导。为了
给孩子剪指甲，他晚上起夜十来次，趁
着孩子睡觉一个个清理过去。”哥哥对
孩子们的细腻关怀，曹芳都看在眼里。

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儿歌动画
片。曹祥贞和工作人员会站在电视机
前，学着动画片里的动作跳舞给他们
看，还用沧桑的嗓音跟唱儿歌，逗孩子

们一乐。
孩子们也感受到了家园里“家人”

们的关爱。“他们会主动上前搭肩、拉
手，表达对我们的喜爱和信任，这是对
我们工作最直接的鼓励。”曹祥贞说，渐
渐地，孩子们还学会了自觉洗碗筷、整
理卫生、分享生活体验，内心和生活本
领都成长了不少。

一晃多年过去，孩子们在村里长
大，与村子双向“接纳”。

每天一早的“巡山”，有的村民看
到，就会跟他们打招呼。孩子们也回应：

“你好你好！”
一条通往家园的黄泥路，村民下雨

后经过，就会溅得一腿泥。孩子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搬来碎瓦片，铺在路面上，
村民们纷纷点赞。“巡山”过程中，他们
和村民一起，搬西瓜、种菜、挖马铃薯。

“孩子们还和村民合作种了一大片
瓜田，学习接触真实的社会。”曹祥贞
说，现在家门口经常有不知道哪位村民
送来的蔬菜。而且，时常有政府部门和
爱心企业的人员前来探望，送些慰问
品，孩子们“见识”多了，也打开了心扉。

常年高强度的康复服务工作，给曹
祥贞的身体带来诸多负担。他几次辞去
工作，得知消息的家长们即便在深夜，
也会驱车前来，极力挽留。曹祥贞把目
光投向了自己的儿子小曹。“他当过消
防兵，抗压能力强。”曹祥贞说，希望让

“曹哥”接替“曹舅”，“这条路不好走，但
总要有人去做”。

让一般康复机构无法接收的大龄孤独症青少年也有心灵家园——

“放星家园”里的“农疗”故事
□本报记者 吴旭涛 通讯员 林若野 陈堡

7 月 29 日，福鼎市磻溪镇排洋村，
田里的秧苗绿油油，成为乡村一道美丽
风景。而在此前，这里百亩田地曾抛荒
多年。

磻溪镇乡村振兴协理员陈永忠正带
领工人进行田间管理。他原来是磻溪镇
桑海村党支部书记，去年村“两委”换届
后离任，上月被选聘为乡村振兴协理员，
就立即投入到百亩抛荒地复垦中去。

硖门乡柏洋村原村主任张秋香，离
任后也当上了乡村振兴协理员。柏洋村
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明星村，来村里参观
考察的客人不断。凭着自己对村情的熟

悉，张秋香主动当起了讲解员，定期对
房前屋后、居民院落、空闲地的“脏、乱、
差”展开环境卫生整治，每天过得忙碌
而充实。

今年，福鼎积极探索乡村振兴协理
员制度，对乡村振兴协理员选拔范围作
了明确规定，把担任村（社区）主干满3届
或9年以上、任期内曾获县处级以上表彰
表扬或曾被推选为县级以上“两代表一
委员”等作为选聘基本资格条件，明确10
种不得选聘情形。选聘按照“个人报名、
乡镇推荐、资格审查、组织考察、市委审
定、公示聘用”等流程，严把人选政治关、

品行关、能力关，从离任村（社区）主干中
择优选聘26人担任乡村振兴协理员，充
分发挥他们的“传、帮、带”作用。

福鼎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滕
建军说：“从优秀离任村（社区）主干中
选拔聘用一批乡村振兴协理员，有利于
做好对新一届村级班子的‘传、帮、带’，
进一步凝聚各方力量，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协理员三年一聘，负责协
助做好产业发展、宜居乡村、乡村治理、
乡风文明、人才培养、基层党建6个方面
的工作，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业务指

导，乡镇党委负责日常管理，并建立了
考勤、请销假、教育培训等5项日常管理
机制。同时建立相应的考核奖励机制，
每年由组织部门牵头开展年度考核工
作，采取“述、察、听、评、研”相结合的方
式，考核结果与奖励金发放、评先评优、
续聘解聘等直接挂钩。实行“基本报酬+
一次性奖励金”待遇保障机制，按照上
年度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倍标准落实
基本报酬，纳入财政预算，并统一办理

“六险一金”，根据年度考核不同等次，
按“优秀”“良好”“称职”分别发放 2.4万
元、1.8万元、1.2万元一次性奖励金。

福鼎市从离任村（社区）主干中择优选聘26人担任乡村振兴协理员——

“离任”再“上岗”振兴添合力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蔡雪玲 彭桂汤

近日，南平市妇联、建阳区妇联在建阳区景贤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绿色行，我
是编程小达人”主题社区公益活动，通过创新垃圾分类宣传普及方式，借助手工制
作、编程等新奇有趣的学习方式，锻炼孩子们的创造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强化少年
儿童垃圾分类和减量意识。 洪秋萍 摄

本报讯（记者 潘园园） 省人社
厅、省民政厅、省残联日前联合举办福
建省就业援助“暖心活动”启动仪式暨
专场招聘活动。

29 家企业（单位）提供 3000 余个岗
位，其中既有面向就业困难人员的快递
员、仓管员、店员等岗位，也有面向高校
毕业生的研发工程师、工艺工程师、技
术管理等知识型岗位，还有专门面向残
疾人的保洁员、垃圾分类管理员、排版
员、打印员等爱心岗位。福州人社局开
设服务专窗，针对有意愿的就业困难人

员和困难高校毕业生提供劳动保障协
理员、就业辅助员、卫生保洁员、环境绿
化员等基层公益性岗位。

据了解，省人社、民政、残联三部门
将于 8—10 月份，集中面向符合重点援
助对象条件的登记失业人员、高校毕业
生以及就业困难人员开展专项援助。进
一步摸清援助对象底数及相关信息，分
类提供精准化就业帮扶，通过举办现场
招聘活动、直播带岗、云招聘等多种方
式，组织开展系列送岗活动，为援助对
象送服务、送政策、送温暖。

就业援助“暖心活动”专场招聘启动
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3000余个岗位

夏日炎炎，
高热不退，游泳
场馆迎来高峰
期。市民要如何
辨别泳池的水
质是否符合卫

生标准？记者就此采访了福州市卫监所
农村卫生监督科科长薛芳华。

薛芳华介绍说，判断水质是否达标
关键有“三看”。一看公示有没有，场所
内是否公示有效卫生许可证、检测报
告、员工健康证等信息，泳池是否公示

当天水质情况，包括水温、pH 值、余氯
值等。二看池水清不清，看水面有无颗
粒漂浮，池底有无沉淀，池水泡沫能否
在 15秒内消散。三看设施全不全，看泳
池底部或泳池旁边的出水口是否有水
源不断进出的现象。

相关部门提醒，市民在游泳时除了
查看泳池的相关资质，还应在游泳前淋
浴，进入泳池前通过消毒池，以减少身
体将护肤品残留、汗液等带入泳池，影
响水质。
（本报记者 张静雯 通讯员 林文婧 整理）

如何辨别泳池水质是否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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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日上午，在福州
市仓山区榕城广场，由福
州市委文明办、仓山区文
明委主办的“邻里如亲 情
暖榕城”七夕节主题传统
文化活动启动。活动现场
设置了七夕蚕豆品尝、七
夕民俗打卡、闽台七夕节
俗展示等区域，吸引了许
多市民和在榕台青前来体
验。图为市民体验制作相
思豆手串。 谢贵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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