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保障我市道路运输市场安全有序，8
月 10日 9时至 8月 11日 9时，我市交通综合行政执
法系统 24小时不间断开展道路运输执法统一行动，
在 11个执法点对省市际班线客车、包车、旅游客车、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等实施重点管控。

8月 10日下午，蕉城区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执法人员在宁德北高速收费站站前广场开展执法
检查时，拦截下一辆车牌号为闽 J65***的散装水泥
罐车进行例行检查。经执法人员勘察询问，得知该
车运载散装水泥从福安下白石前往蕉城区某搅拌
站，车辆总重达 47.72吨。根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
公路管理规定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62
号），该四轴货车限重 31 吨，已超限 16.72 吨，且无
法提供《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为安全起见，交
通执法人员就近将该车送到有卸载条件的场所进
行卸载，并作进一步处理。

据了解，此次行动共
检查客货运车辆
1853 辆次，查获
涉嫌违法客货运
车辆76辆。
□黄增荣彭青辉

我市开展24小时道路
运输执法统一行动

查获涉嫌违法车辆76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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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寸 之 地 彰 显 民 生 之 重

创文明城 迎省运会

本报讯（记者 陈小妹 文/图）8月 10
日清晨 6时许，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
时，河道保洁员何邦文早已来到蕉城区太
蔚溪，开始新一天的河道保洁工作。

太蔚溪沿岸有不少人家沿溪而居，河
面上每天都漂浮着塑料袋、饮料瓶、纸尿
裤等生活垃圾。何邦文穿着雨鞋，握着扫
把，沿着河道熟练地打扫这些漂浮物。

“河道保洁工作又脏又累，有时稍不
注意，就会被居民家中直排的生活污水淋
一身。”何邦文告诉记者，刚开始做这份工
作的时候，还遇到过不讲理的市民。一
次，他看到一位市民向河道扔垃圾，就提
醒了一下，对方却说“如果没有垃圾，你们
就失业了！”

“现在情况好多了，大部分居民都能
自觉地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只有少数人
还是不够自觉。前一天清理干净了，第二
天又会出现新的垃圾。”何邦文说。

当日 11 时许，经过何邦文和同事们
一整个上午的打扫和清理，太蔚溪沿线
的漂浮垃圾不见了，河道面貌焕然一
新。“原来河水又黑又臭，容易滋生蚊虫，
现在每天都有保洁员对河道进行清理，
河水也变得清澈多了。”家住附近的居民
陈阿姨说。

在蕉北街道辖内，除了太蔚溪，还有
后坑溪、乌里洋溪、溪流坑溪、贝乾巷弄

溪、溪井乾溪等5条河道。过去，由于多年
未清理，河岸杂草丛生，河道淤泥沉积，河
面垃圾漂浮，周边群众叫苦连连。

今年 4 月初，针对群众反映的河道

“黑臭”问题，蕉北街道组织干部和保洁
员开展了一场集中整治工作，对辖内 6条
河道的淤泥、垃圾、杂草等进行彻底清
理。“6 条河道总长 5.7 公里，共清运出 8

车淤泥、漂浮物等，使河道环境卫生状况
得到明显改善。”蕉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石贤益介绍道。

为了保持河道整洁畅通，蕉北街道建
立了河长制，由社区党支部书记担任河
长，并为每一条河道安排一名保洁员。同
时，还安排人员进行每日巡查，发现河道
垃圾及时通知保洁人员进行清理。“辖内 6
条河道共配有 6名保洁员进行日常清理，
平均每天清运垃圾 0.8吨。”蕉北街道环卫
处主任陈长锦说道。

“为了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意
识，我们还组织人员对河道周边居民进行
不定时入户宣传，普及河道保洁的重要
性。”石贤益说，目前，仅蕉北街道鹤继片
区就发放《文明宣传手册》、《“保护河道，
美化社区”行动倡议书》等创城宣传资料
6600多份，并与 390多户商户签订了《门
前三包责任书》。

“保洁河道人人有责，希望周边居民
和商户能够从自身做起，不要往河道扔垃
圾，共同保持环境卫生，让内河的一溪水
越来越清澈，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美。”石
贤益说道。

8 月 10 日，“柘友爱”志愿者一行 5
人，顶着烈日，来到柘荣县堵坪乡马蹄
岩村、苏家洋村、茶湾村，开展每月一次
的例行走访，为帮扶工作做好前期准
备。“柘友爱”，该公益组织的成立缘起
于柘荣团县委长期举办的阳光助学活
动，一群长期参与助学的爱心人士，在
2013年一次偶然聚会中，萌生成立公益
组织的想法，让平时零散的公益活动趋
于常态化。

“柘友爱”全称为柘荣县友爱志工联
合会，取“这里有爱”的谐音。五年多来，
协会志愿者的足迹遍布柘荣各乡镇，为
很多偏远山村的困难群众、孤寡老人、贫
困学子带去了温暖。更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在“凝聚私企之力，践行公益事业”
的过程中做了许多探索。

活动费用AA制
提高善款利用率

成立协会随之而来的是办公经费的
开支问题，也是很多公益组织经常遇到
的难题。如何处理办公经费问题？协会
成立之初，大家就约定下乡走访的油费、
餐费等均由当天参加公益活动的会员们
自行承担。

据了解，“柘友爱”慈善款项主要来
自于会员的捐款。“我们的会员虽然都不
是大企业家，但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所以
下乡产生的费用大家都不会计较，这样
既降低了财务支出，又让大家的关系更
加简单，有更好的精力放在公益事业
中。”“柘友爱”会长林丽金说道。

“会员林增顺经营着一家热水器销
售商店，每次活动都积极参与。为人低
调，一些慰问物资经常都是他自掏腰包，
很多偏远地方孤寡老人家里的热水器，
都是他店里拿的，本该由协会经费负担
的，他也拒绝了。”“柘友爱”秘书长袁伏
生笑着说，副会长兰升浮还免费提供了
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地。

会员们不仅各自承担办公经费，还主
动发挥所在行业优势，免费提供各种公益
活动需要的物资，让善款最大限度地用在
最需要的人身上。五年来，该协会共筹集
善款近百万元，全部用于扶贫助困、救灾
助学上，做到了协会自身零成本运作。

轮值主席制
公益活动常态化

公益协会还有轮值主席？这是“柘

友爱”在开展活动过程中，会员们创新摸
索出的运作机制。

“协会没有活动，就没有凝聚力，久
而久之就形同虚设。我们通过轮值主席
制度，让所有协会管理层都提高了责任
感和使命感，从而实现了公益活动的常
态化。”林丽金说。

协会规定，所有常务理事以上会
员每人担任一个月的“轮值主席”，轮
值 次 序 在 每 年 的 协 会 年 会 中 做 出 计
划，每个轮值主席要主动组织策划公
益走访帮扶活动，确保月月有具体的
活动和计划。

为了让活动高效高质执行，协会还
将会员按照不同的行业分成助学项目
部、助老项目部、交通组、采购组和工程
组等部门。“比如说工程组，就是由一些
会水电安装、电器修理的会员组成，帮助
困难群众修理家电等等。”协会副秘书长
谢海燕说。

有了常态化的组织机构，活动也得
以持续开展，形式也日益丰富。在柘荣
县委宣传部和团县委等部门的指导下，

“柘友爱”发起了“一元理发、一元面馆、
一元拍照、一份爱心体检单、一个微心
愿”的“五个一”活动，旨在关爱老人、传
播孝道文化。

2016 年在宅中乡山樟村百岁老人

叶银銮乔迁大喜之日，“柘友爱”成员
一行来到老人家中，给她送上 2万元的
爱心款。据不完全统计，“五个一”活
动开展以来先后惠及 1000多位老人，圆
了 400 多个孩子“六一”心愿。五年来，

“柘友爱”会员们用于助老帮困的资金
达到 60多万元，其中资助的贫困学生累
计已达 100 余人次，帮助许多学子完成
大学学业。

孝德为载体
注重文化传承

兰升浮是一名剪刀制造商，经济上
的富足，曾经的他，花钱大手大脚，参加

“柘友爱”公益事业后，使他渐渐养成了
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以前穿衣服都是名
牌，现在不会了，这就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量。”林丽金笑着说。

“柘友爱”成立以来，始终根植于长
寿之乡——柘荣的孝德传统文化土壤
中，得以茁壮成长，从一开始的 10人，五
年间发展为现在的160多名会员，其中有
20多对还是夫妻档。

为更好地凝聚力量，传承传统文化，
“柘友爱”多次举办青少年孝德主题夏令
营、文化论坛，先后投入近 30万元，举办

弟子规夏令营、伏羲夏令营、伏羲师资培
训班，以传统文学启蒙养正。活动所有
款项均来自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在弘
扬大爱的同时，也培养着公益事业的传
承力量。

在 2013年举办的“柘荣县首届传统
文化公益论坛”上，“柘友爱”还邀请了全
国道德模范开讲座，受到社会各界的高
度肯定，也大大提高了这个公益组织的
影响力。

孝德传承，公益接力。2015年 6月 2
日，“柘友爱”在团县委微信公众平台发
起“孝女林清华爱心救助”行动，5天筹资
40多万元，及时有效地挽救了一个家庭，
林清华父亲病愈出院后，主动提出将剩
余款项10万元返还社会，让爱心传递，造
福他人。

“虽然遇到‘柘友爱’各位创始人是
一种偶然，但我希望这种偶然能得到稳
固发展，成为必然，所以我们一直考虑
公益传承的问题，探索孝德文化这个载
体。其实我参加公益活动的动力，来自
于对父母的孝顺，很高兴地看到，在引
导子女们参加公益活动过程中，他们的
孝心、爱心、善心也得到了培养。”林丽
金说。

□ 本报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游松柏
（图片由“柘友爱”提供）

建立“轮值主席制”开展活动、办公成本会员之间AA制、以孝德文化为公益传承载
体……在柘荣县，一个由热衷于公益的私营企业主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柘友
爱”，在具体实践中逐步探索总结出一些可行有效的公益经验——

公益传承 “柘”里有爱

“一元理发”公益活动。

清洁河道垃圾 治理旧巷顽疾

保洁员在清理河道垃圾。

本报讯（记者 缪星）昨日，记者从市委文明办
了解到，我市推荐的古田县大桥镇志愿消防队第三
小组组长林新城、宁德市公交公司驾驶员许细德、
周宁县凯迪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阮思斌分别入选 8
月份福建文明风网“福建好人榜”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诚实守信身边好人候选人。

据悉，林新城，2012年 8月志愿加入古田县大桥
镇志愿者消防队，古田县大桥镇志愿消防队第三小
组组长。五年来，他出任务救火次数不下 30次，曾
救过掉入水沟的村民，参加过大桥镇筹洋村、明洋
村的护林灭火，救援过临水宫祖庙后火烧山等等。
在筹洋村、明洋村那次护林灭火中，林新城自告奋
勇，带领队员向大山挺进，经过 3个多小时的努力，
把火扑灭。正当他们准备回家时，接到救援电话，
明洋村也出现了火烧山，林新城顾不得片刻休息，
带领志愿者分队赶去救援，直到当晚扑灭山火后才
精疲力尽地回家。

许细德，是市公交公司驾驶员，也是一名退伍
军人。自从 2007 年成为一名公交司机以来，十年
来，无任何乘客投诉、无交通违法违纪行为和交通
责任事故记录。“热心服务，乐于助人，特有爱心”，
这是同事及乘客对许细德的一致评价。面对拥挤
的乘车场面，他总是主动帮助老弱病残乘客上车；
遇到乘客遗落钱包，他总是第一时间上报车队，拾
金不昧；在行车过程中，他总是有站必停、有客必
带、有问必答，努力开好“安全车”，给乘客营造一个
温馨、和谐的乘车环境。在十米车厢内，许细德播
撒了满腔的热血和无尽的热情。

阮思斌，周宁县凯迪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自
2002年创立公司以来，他始终坚持以诚为先。对供
应商等上游客户，合理安排资金款项，在约定的期
间内结清货款。对下游的经销商客户，严守合同约
定。他坚守信用为金，对待每个需要按时缴纳的各
项款项也都是做到按时还款，从未有过逾期或拖延
缴纳等情况。对待银行借款及时按合同履约，未发
生过拖欠银行贷款行为。在公司内部管理方面，他
从不拖欠员工工资，不仅帮助外来员工在周宁安
家，还帮助困难员工的子女上学。作为周宁县慈善
总会的成员，他热心于公益事业，不忘回报社会。
迄今为此，已累计捐款达60多万元。

8 月 11 日，市康复医院组织全体在职党员来到
蕉北街道灵秀社区开展“送健康·进社区”志愿服务
活动。 本报记者 王东东 摄

我市3位市民
候选8月“福建好人榜”

蕉城区蕉北街道

孝德文化夏令营活动。

帮孤寡老人做家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