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晓静 通讯
员 马青 文/图）日前，马尾区首届青
少年纸玩大赛在青少年活动中心举
行。本次活动以“童心向党·颂百年
辉煌”为主题。

比赛采用现场创作形式，参赛
选手根据自带废弃纸盒和制作工
具，结合现场分发材料包进行场景
主题式创作。选手们准备充分，动
作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各种各样
的纸玩作品就呈现了出来。有的小
选手制作了一棵挂满了红色五角星
的树，名为“红心闪闪”，大树寓意
中国共产党，红星寓意小朋友，作

品意义为小朋友在大树的保护下茁
壮成长。还有不少小朋友以中国航
空航天为主题展开创作，内容有神
州十二号发射场景、宇航员出仓工
作场景等。作品丰富多彩，从各方
面展示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的
伟大成就，表达了少年儿童对革命
先辈的崇敬之情，对美好生活的满
足和向往。

马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钟
晓灵告诉记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激发广大青少年爱
党、爱国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我们

举办了本次活动。孩子们的一幅幅
作品，是用色彩拼凑童年梦想，用巧
手传播红色文化。希望在将来，孩子
们能够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
好。”

据了解，比赛自 7月初发布以
来，吸引区内 50余名青少年报名参
与，经过为期2周的赛前指导及初赛
环节，共20组参赛队伍进入决赛。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马尾区委员
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区新港
社区党总支、区沿山社区党总支、区
滨江社区党总支、区致睿青少年事
务服务中心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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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管理员拾金不昧获感谢

本报讯（记者 李硕）7月 21日，
记者获悉，从我区马江举重基地走出
的举重选手李雯雯将为国出征东京
奥运会,参加女子+87公斤级举重比
赛，根据其以往参赛纪录，她将有望
争夺奖牌。

记者了解到，李雯雯虽年仅 21
岁，但已经集女子+87公斤级举重世
界冠军、世界纪录等多项荣誉于一
身，目前她的最好成绩为抓举 148公
斤、挺举 187公斤、总成绩 335公斤，
为世界纪录保持者。此次东京奥运

会上，李雯雯将迎来更大的挑战，向
奥运金牌发起冲击。

来到马江举重基地训练后，李雯
雯便落户于此，成为马尾人。她从小
就拥有过人的身体天赋，12岁时身高
达到1米70，体重88公斤。作为本届
奥运会上有实力染指金牌并破纪录
的奥运选手，她的成长历程有哪些鲜
为人知的故事？

本报记者采访了李雯雯的启蒙
教练关咏梅。“雯雯是我 2012 年选
的，2013年年初她刚刚 13岁，举重起

点可以说是‘零起点’，我带了她将近
6年，期间她从‘零起步’，到后来抓举
140多公斤，挺举 180多公斤，这一成
绩在同龄人当中是出类拔萃的，后来
被国家队选中，从一名普普通通小女
孩成长为全国冠军。”说起一手培养
起来的爱徒，关咏梅如数家珍。

“李雯雯当初是我从辽宁省举重
队出来之前选的一批孩子中年龄最
小的，当时跟她同一批的孩子中最大
的 1994年生人。”关咏梅说，带这批
孩子走过 6年光景，该出的成绩都出

来了，从青运会冠军到全国冠军、全
运会冠军……因为当教练的经验比
较多，慧眼识珠的关咏梅选中李雯雯
没多久，便观察出她的潜质非常大，
所以对她的训练规划、管理就按照最
高档次、最高水平设定并实施。“同
样，我们刚过来马尾区文体局便把孩
子们都落户到马尾，以便他们日后在
这里上学，而且马江举重基地的训练
环境和饮食都很好，为我们输送优秀
的运动员提供了后勤保障。”关咏梅
对马尾区委区政府对“爱徒”们的照

料十分感动。
如今，奥运健儿们正在利用最后

几天时间进行紧张的封闭式备战，对
于他们而言既是为国争光的奖牌候
选人，又是父母眼中最为牵挂的孩
子。“女儿自从 18岁入选国家队后，
常年都在马尾训练。”李雯雯远在辽
宁省的母亲，谈及女儿入选中国奥运
代表团时，满脸都是骄傲与激动。李
雯雯的母亲说：“女儿这次为国出征
是我们全家人的荣耀，相信女儿一定
会以更高水平完成比赛，为国争光。”

本报讯（记者 薛海云）“大家好，
欢 迎 您 收 看 本 期《黄 警 官 说 交
通》……”7月19日中午一点，在马尾
区交警大队办公室，马尾区交警大队
民警黄露佳正在低头认真剪辑视频，
视频内容是她自编自导的节目《黄警
官说交通》。这档节目把抽象的警务
工作、现场执法等以形式生动的小视
频展现在大家面前。

为更好宣传交通，黄露佳和同事
们使出浑身解数。今年 6月，马尾交
警大队民警黄露佳在业余时间里学
会了拍摄、剪辑，自行制作一档警务
栏目《黄警官说交通》。这档节目结
合了“微信”和“公众号专栏”两种形
式进行宣传，通过民警的以案说法、
情景再现等形式，把抽象的警务工作
以视频的形式生动的展现。

说起自己的创“栏”史，黄露佳开
玩笑说自己是“自学成材”。“我就是这
档节目的全部，我是导演、是摄像，更
是剪辑制作员。”她告诉记者，从策划、
拍摄、主持、配音、直至后期剪辑制作
全部由她承担。“道具是手机，场景是
免费的，演员是同事，拍摄剪辑知识是
通过搜索得来的。没有拍摄器材、没
有麦克风、没有录音剪辑软件，更没有
相关的拍摄经验和编辑水平。”视频
中，由于没有专业的收音设备“小蜜
蜂”，她说的每句话都使出了“丹田
气”，她吐字却格外清晰有力，丝毫没
有受到影响。

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黄露佳
没气馁。她 24小时跟随事故民警接
处警，更利用空闲时间积极钻研，学
习制作剪辑。短短几分钟的小视频
背后都是她好几天一帧一帧制作到
凌晨四五点的成果。就这样，克服重
重困难，《黄警官说交通》已拍摄上线
五期了。谈起每一次曲折的制作经

历，黄露佳都记忆犹新。
为了探索出什么样的短视频受

欢迎，黄露佳在本职工作之余拍了数
不清的镜头。头盔对于骑行者来说，
相当于机动车驾驶人所系的安全带，
但骑摩托车、电动车不戴头盔的现象
仍较比较普遍。为了让更多人有这
种安全意识，黄露佳选择了大家喜闻
乐见的案件说法。

“在马尾江滨快安路口，两辆电
动车发生碰撞，双方各执一词……”
节目中，黄露佳利用案件说法，前 2
秒就能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不仅如此，对于每一个小小的意
见，她都会认真倾听。“音乐有点压
抑。”“说话声音混响太重！”“挺好挺
好，值得推广，期待下一期 ”大家的
评论，或吐槽、或鼓励，一言一语都被
黄露佳记在心里。改动了片头，增加
了字幕，平时更是不断练习口播，她
的节目看的人越来越多了。

谈及为何要开创这样的节目，黄
露佳告诉记者：“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我们普法方法也不能落伍，开设说法
栏目能辐射到更多的人。虽然成品
目前还有些粗糙，但还是希望大家能
从中有所收获。就像每期结尾她所
说的一样，请大家遵守交通法规，文
明出行。”

黄露佳的努力没有白费。《黄警官
说交通》原创交通宣传节目推出后，赢
得了群众称赞。“民警太接地气了，让
我们学到了很多交通安全知识。”“意
犹未尽，期待下一次节目”……越来越
多市民纷纷表示赞赏。

如今，经过一个多月的的短视频
创作，黄露佳有了经验：“要有网感，
快切快闪，最重要的是，要用接地气
的方式获得注意力。”

本报讯（记者 丁林怡）“谢谢！谢谢！真的太感谢你了，我
以为再也找不到我这手机了。”“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这
段感人的对话发生在紫云府小区一期垃圾分类亭旁，手机刚刚
失而复得的901业主，正不停地感谢垃圾分类管理员杨开蓉。

究竟发生了什么？日前，记者来到位于马尾镇协建社区紫
云府小区，见到了杨开蓉本人，“遗失手机当晚，我像往常一样
来到小区垃圾分类亭，在戴上手套开始指导居民分类垃圾的时
候，我突然看到地上有个红颜色的东西，我以为是垃圾，过去捡
起来以后发现是一部黑色的手机，而且手机背面还夹了百元纸
币。”杨开蓉表示，发现手机后，她认真查看了手机，但没有发现
太多的信息。“这肯定不可能是遗弃的。”杨开蓉表示，如果有人
要丢手机，肯定会把纸币取出。

在经过分析后，杨开蓉立即在业主群里发布了失物招领信
息，并多方打听是否有人遗失手机。“一定有一位失主在焦急的
寻找这部手机，他肯定会返回寻找，我要替他保管好。”杨开蓉
在坚守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在静静等待失主的到来。可惜第一
天并没有寻到失主，但杨开蓉没有放弃，她觉得失主肯定是没
有注意到自己的手机遗失了，等他注意到时一定会原路返回寻
找。

经多方努力，第二天一位焦急万分的业主找到了她，在确
认业主的身份后，杨开蓉将手机顺利归还给失主。“那天我去丢
弃垃圾的时候不小心遗失了手机，我以为手机应该会被人捡
走，肯定找不回来了。没有想到，竟然真的有好心人拾金不昧，
真的要谢谢您。”紫云府901业主大叔表示，这个手机和号码是
自己用了许久的，里面的通讯录也有着许多熟人电话，发现丢
失的时候他心里十分难受，于是在看到有人转发失物招领信息
的时候，抱着一丝希望寻找过来。“幸好你捡到了，不然我真不
知道该怎么办。”业主大叔在接过手机后，脸上终于露出了笑
容。

“杨开蓉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始终如一，打扫垃圾屋亭、清洗
小区垃圾桶、规劝居民分类等每一样日常工作她都完成的非常
好。”福建金顺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拾金不昧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一个人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
对于杨开蓉拾金不昧的行为，他们将予以嘉奖，让更多的分类
管理员向她学习。

本报讯（记者 王晓霞）日前，区
智慧中心举办“迎建党百年 奋进十
四五”为主题的马尾区“12345”平台
岗位练兵大赛暨市级大赛选拔赛。
马尾区“12345”和数字城管平台经办
人员参与到本次比赛中。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从 30多

个参赛单位的 35名参赛选手中评选
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
名，现场还为获奖者颁发了奖状。同
时，区级平台还选拔出 6名同志将代
表马尾区参加福州市 12345平台（第
三届）岗位技能大赛。

马尾区12345平台岗位练兵大赛举办

马尾区举重选手李雯雯将出征东京冲击奥运金牌

女民警自制短视频 普及交通法规

本报讯（记者 江超云 通讯员 欧阳欣 吴宗伟）近日，福州
海警局在福州马尾罗星街道新港社区开展为期一周的“海上有
警情，请拨 95110”普法宣传活动，全方位宣传海警 95110报警
服务台，引导群众及时准确使用 95110海上报警电话，共同维
护辖区海域安全稳定。

活动现场，该局通过设立宣讲台、悬挂横幅标语、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向群众讲解了海警机构的职责使命、95110的受理
范围、《海警法》的基本内容等，引导教育群众在海上遇险或发
现违法线索时第一时间拨打海上报警电话95110 。

此次活动，参与群众达 2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
份，现场解答群众问题 20余个，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 10 余
条。“今后，我局将不断改进和完善 95110接处警工作，推动
95110海上报警服务台更好地为辖区群众服务。”福州海警局有
关负责人说。

福州海警局走进社区开展95110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何鋆棽）日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可
信区块链推进计划、中国互联网协会区块链技术应用工作委员
会在北京举办“2021可信区块链生态大会”，会上公布了 2021
年第五批可信区块链评测结果，我区企业新大陆自主研发的

“新链”通过评测，获得可信区块链功能评测证书，成为福建省
首家通过中国信通院可信区块链评测的企业。

据了解，中国信通院可信区块链评测是业界最具影响力的
专业评测品牌之一，此次新大陆“新链”通过了在核心技术、配
套服务、运维管理等方面共 37项（28个必选项，9个可选项）测
试，标志着“新链”具备国内先进水平。中国信通院牵头启动的

“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区块链行业组织，
形成我国区块链行业协会的第一品牌。

新大陆“新链”通过中国信通院可信区块链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