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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改花田 马尾隧道口油菜花地火了！

马尾镇：文明创建聚合力 人居环境再提升
本报记者 丁林怡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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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领域的“高效女神”

本报记者 丁林怡

福建师大二附中足球队再夺冠

近年来，马尾镇下足“绣花”功
夫，做实做细文明创建各项工作，成
果显著。文明城市创建不仅是一场
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为持续保
持创建成果，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文明
城市创建中得到更多实惠。今年以
来，马尾镇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重点
工作长抓不懈，紧抓不放，通过持续

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环境卫
生整治、生活垃圾治理等实实在在的
行动，聚力攻坚、提速提效，再掀人居
环境整治热潮。

开展护河爱水 全力守护“家园绿”
插上党旗，撸起袖子，将河岸边、

背街小巷、房前屋后的垃圾清走，守

护家园“颜值”……3月14日上午，马
尾镇组织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
活动，党员干部、社会团体、群众和志
愿者热情响应。

据悉，近年来为将护河爱水行动
落到实处，马尾镇志愿服务队深入村
居，再次掀起整治热潮！“近年来，我们
充分发挥小区党支部、红色物业等协
同治理平台作用，发动志愿者和群众
参与护河爱水行动中，不断扩大我们
的护河志愿者队伍。”马尾镇农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去年以来，共组织开展大
范围的护河爱水行动10余次，组织开
展“河长日”巡查活动20余次，共清理
河道垃圾26吨、建筑垃圾29吨，有效
提升了全镇人居生活环境。

道路环境整治 美化居民“回家路”
在马尾镇各条主次干线上，我们

总是能在不经意间看到身着或橙色
或蓝色工作服的道路养护工人们，他
们有的拿着扫帚、有的手持喷枪、有
的开着洗扫车，365天，每日不曾间
断，在他们的辛勤劳作下，马尾镇整
体路域环境得到有效提升。

上午 8时，在魁岐路附近，记者
看到一位身着蓝色制服的环卫工人
正手持喷枪和工友一同清理机动车

道上的泥点。“每天我们都会巡查，发
现有泥点、积尘、污渍后，都会用喷枪
对其进行清理。”

“这条街车比较多，灰尘也比较
大，最近又在建地铁，得时刻打扫，才
能保持干净整洁。”附近商户老板告
诉记者，每天都能看见环卫工人在清
扫，她对周围的环境还是很满意的。

记者从马尾镇城建办了解到，开
展道路环境整治是马尾镇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中重要的一环，马尾镇将持
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以道路环
境整治“小切口”，全力助推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提升整体人居环境水平。

做好垃圾分类 让“家园”美丽持续
“桶边督导、破袋检查”工作法、

“4+1”工作法、“公交化”收运模式
……这一套具有马尾特色的生活垃
圾分类模式，在马尾镇各小区已不再
新奇，居民对于垃圾分类从一次尝试
的新鲜感已转变为生活中的“新日
常”，这一转变的背后，是坚持不断的
督导和宣传。

为巩固垃圾分类成果，提升辖区
文明指数，仅 2022年一年马尾镇组
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160次、志愿服
务活动290次、党员活动213次、入户

宣传 185409（人）次，发放宣传册
15136册。“我们充分利用辖区机关企
事业单位集体组织优势，发挥党员的
力量，形成垃圾分类榜样示范带动作
用。同时协调辖区内学校加强中小
学垃圾分类专题教育，举办‘家校社’
联动等活动，通过垃圾分类进学校进
课堂，让孩子们做家里的宣传员、监
督员、带动家庭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马尾镇垃分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辖区
内的小区目前已逐步实现“零误时”，
预计在 2023年底全面实现“零误时”
垃圾分类小区全覆盖。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推动垃圾分
类屋（亭）提升改造工作，让垃圾分类
屋与小区景观融为一体，进一步提高
居民垃圾分类投放的积极性和满意
度，同时根据各社区实际情况，用特
色和亮点引领居民，发挥社区品牌效
应，提高小区居民参与率和投放准确
率。”马尾镇垃分办相关负责人说。

“文明之花”遍地开，文明新风扑
面来。下一步，马尾镇将以落实“三争
三领”开展“三敢三创”行动为契机，继
续敢于啃硬骨头，善于抠小细节，以实
实在在的创文成效，提高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以实干、实绩、实效推
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见效！

猪肉持续降价 马尾市民菜篮子“减负”
本报记者 何鋆棽

“这个月猪肉的价格下降了一
些，今天我买了 2斤排骨才用了三十
多元，春节那段时间每斤需要二十多
元呢。”日前，正在沿山市场选购生鲜
猪肉的市民王小姐告诉记者。作为
市民餐桌上的常见食材，一直以来，
猪肉价格备受市民关注。近日，不少
细心的市民发现，猪肉价格开始“回
落”了，而且还连续多周下降。

那么猪肉价格真的降了吗？日
前，记者来到沿山市场，在市场内猪
肉销售区域看到，六七个猪肉销售摊
位由东向西一字排开，肉案上，五花、
排骨、肋条、猪蹄……应有尽有，前来
买肉的顾客络绎不绝。

杨老板在沿山市场经营一个猪
肉摊，据她说，2月份以来，五花肉、猪
精瘦肉、前腿肉和排骨价格都有所降
价。上个月每斤 20 元左右的五花
肉，现在每公斤只要 15元左右；猪前
后腿肉每斤 12、3元左右，每公斤平
均降了几块钱。

市场内多个猪肉摊经营户说，与
往年一样，春节过后，猪肉价格都会
有所下降，这个时期猪源充足，大家
对猪肉需求不高，所以来买肉的人会
少一些。总的来看，近段时间以来，
沿山市场的猪肉价格每公斤较春节
期间降了10元左右。

随后，记者来到永辉超市。相比
综合农贸市场，超市的猪肉价格要略

高一些。超市统一的价格板挂在每
个猪肉摊位的上方，排骨 20元一斤，
筒骨 17元一斤，无骨条肉 20元一斤
……“年前平均售价每公斤 40多元
左右，现在平均售价每公斤 30多元
左右。”鲜肉柜负责人说。

“现在猪肉比前段时间可便宜多
了！”市民林先生正在购买排骨，去年
最高时排骨要 30多元/斤，还真有些
买不下手，现在猪肉降价了，1斤只要
20元左右，价格相差还是蛮大的。

“近期猪肉的市场进价基本上下
滑了15%左右，猪肉销售价格都有不
同幅度的回落，其中各骨头类和前后
腿肉的销售价格降幅最大。”永辉超
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体来看，一方
面由于猪企供给充裕，出栏意愿较
强；另一方面是节后，需求端进入猪
肉消费淡季，所以预计短期内猪肉价
格还将维持低位。伴随着猪肉降价
而来的，是市民购买力和购买意愿的
提升。

马尾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随着疫情好转，及节后复工复
产等推进，拉动了近期市场猪肉价格
的回落。接下来，将动态监测农产品
市场供需，协调有关部门做好供应调
度，保障农产品供应市场不缺货、不
断档，持续为市民的菜篮子“减负”。

本报讯（记者 陈晓静 文/图）
阳春三月是油菜花的季节,福马路
马尾隧道口的“城市田野”油菜花
田,近日成功出圈,受到市民欢迎。

趁着天气晴好，不少市民到这
里赏花游玩，有结伴而来的闺蜜，
有牵手而来的夫妻，有带孩子的家
长，还有特意来拍摄写真的大学生
和来美景中舞蹈的舞者，以及搬了
茶桌茶凳特意来喝茶的户外爱好
者。

“最近这片花开得很好，我每
天接了孩子放学就过来玩一会儿，

让孩子亲近大自然，真的非常好。”
王女士的孩子在实验幼儿园旺岐
分园上学，离得近的她们已经连续
多日来这里享受春光。

“来啊，喝杯茶。”兰先生和他
的朋友们在亭子下摆好了桌凳，观
景煮茶，好不惬意。“这里的田园风
光令人心醉。”他说。

方嫂穿着舞蹈服，和姐妹两个
人，在花海中伴着欢快的乐曲舞
动，花也是景，人也是景。马尾舞
龙队的成员带着她的龙和孩子也
来到了这里，黄色的波浪中，红龙

翻飞，说不出的喜庆祥和，正是这
盛世好春光的庆贺者。

“今年的油菜花开的特别好，
能够这么受市民欢迎我们感到非
常高兴。”马尾区园林局相关负责
人说。“这里本身是零星抛荒地块，
由于地形限制，本身没有什么开发
价值。从去年开始，我们按照区委
区政府相关要求，将这里整理并播
种油菜花等观赏性植物，保留田园
风光并称之为‘城市田野’，成为马
尾众多公园中别具特色的一处景
观。”

——记“福州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副总裁王博

“她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人，做事
情讲究效率、讲究计划。”“老大在我
心中是一个做事执行力很强、办事方
法逻辑清晰的人。”在福州物联网开
放实验室有限公司，团队成员们提起
王博，都会为她竖起大拇指。

王博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有
限公司副总裁，长期从事物联网垂直
应用领域的技术管理和技术研究工
作。入职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有
限公司 5年多来，她积极参与推广了
十余项技术，为企业实现经济收益累
计超过 5000 余万元。因其突出表
现，2021年福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她

“第五届福州青年科技奖”，2020年福
州市科协、中共福州委宣传部、福州
市科技局授予她“福州市最美科技工
作者”。

成绩的背后，是汗水、拼搏和付
出，同时还有一份担当和责任。据王
博回忆，2017年 8月她受邀入职福州
物联网开放实验室有限公司，基于公
司想要打造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的定

位，她开始组建研发团队。
“当时公司刚成立，我们也在探

索如何能更好的为产业服务。”王博
告诉记者，实验室的成立是以华为
NB-IoT技术为契机，且当时NB-IoT
技术开始在水表、燃气、路灯等多个
领域应用，因此她就想能不能打造一
个通用的物联网SaaS平台，实现NB-
IoT终端的接入、数据的采集以及设
备的管理。这个想法从提出到第一
版上线用了近半年时间。目前，基于
物联网 SaaS 应用服务平台框架研
发的智能水表管理平台已为福州自
来水公司整合了40 多万台的远传水
表和 80 多万台的普通水表数据，同
时物联网 SaaS 应用服务平台还为
智能路灯、智能烟感等多个领域的二
十余家企业提供服务。

随着公司的发展，承接的科研课
题日益增多，为此，王博经常是满负
荷运转，加班、出差对她来说已经习
以为常，但王博没有丝毫懈怠，始终
以严格标准要求自己。“2020年，我们

与金龙客车联合申请成立福建省智
能网联商用车重点实验室，主要想推
动传统商用车智能网联化的转型升
级，基于此我们展开了多项课题的研
究和技术攻关，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
课题就是车路协同示范应用。”王博
表示，同年他们与厦门金龙、福建省
移动以及多个生态合作伙伴一起参
加了工信部举办的“5G绽放杯”的比
赛，在比赛中他们关于建设车路协同
示范应用，将实验室的内场测试能力
延申到开放道路的外场的概念，得到
了专家们的认可，获得工信部第三届

“绽放杯”5G应用大赛智能交通专题
赛全国二等奖。

“获奖回来后，在马尾区委区政
府的支持下，我们开始着手实际落
地。”王博回忆道，当时离第四届数字
峰会召开仅有38天，为了能借助数字
峰会展现和宣传我们的概念和成果，
她和团队连续加班38天，除每天6小
时睡眠时间外都在工作。“当时天气
挺热的，有一天一个师哥居然穿着西

装来工作，我们都问他为什么？他说
因为没时间洗衣服，家里只能找到这
个衣服了。”想起当时的场景王博笑
出了声。

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王博和团
队依然如期完成项目，且王博对项目
的要求丝毫不减，只为打下好基础。

“一个完整的车联网试验系统涉及很
多环节，除了路侧设备，其他都用了
我们自研的，如车载OBU设备、MEC
算法、平台。”王博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四届数字
峰会召开之际，福建省首条 5G-V2X

商用车车路协同示范运营线路建设
完成。这条线路为金龙客车的智能
网联商用车提供了场景测试服务、也
为智能网联公交的运营提供了应用
验证，并入选了工信部V2X安全示范
项目。

“这些成果不只是靠个人的努
力，是我所在团队共同工作的成果。”
王博表示，今后会加倍努力，在物联
网垂直应用领域继续学习、钻研，同
时她将继续带领团队成员积极投入
产业赋能中去，给成员们更多、更好
的锻炼机会。

本报讯（记者 江超云）随着2022-2023学年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秋季联赛（福州赛区）帷幕的落下，福建师大二附中足球
队取得了优异成绩。其中，初中男子足球队获得一等奖，位列
第一名；初中女子足球队获得一等奖，位列第一名；高中男子足
球队获得二等奖，位列第五名；高中女子足球队获得二等奖，位
列第三名。

3月 13日，记者到达福建师大二附中时，只见暖阳下的绿
荫场上，足球队的球员们已经开始了颠球、传球等热身运动。

在初中男足队对阵高中男足队的训练赛中，只见场上小球
员们默契配合，传球、抢断、射门、扑救等场面十分激烈，足球场
上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踢中后卫位置的是初中男足副队长
邓毅钧，他踢足球四年了，接触足球后不仅性格变得开朗、坚毅
了许多，还结交了朋友，他对足球的喜欢可以说是没由来的，

“足球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魅力，我只要踢球就能忘记烦恼。踢
球带给我单纯的快乐，它是进攻的快乐、防守的快乐、为球队做
出贡献的快乐。”

无独有偶，体会到踢足球快乐的还有初中男足队长的王俊
阳，现今初三的他已经与足球有十年之交，他不单单将足球视
为兴趣爱好，更视为未来前进的方向、学习的动力，“足球已经
成为我前进的动力，我希望以后可以踢进职业赛。”

足球在福建师大二附中如此受学生热捧，得益于该校以校
园足球特色建设为抓手，是首批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福建
省校园足球示范校和福州市重点足球传统学校。福建师大二
附中相关负责人介绍道，福建师大二附中积极厚培校园足球沃
土，借助市区教育局力量引进专业力量，壮大教练队伍，“专业
教练员的加入让我们足球队伍的训练条件与教学质量有质的
飞跃，不断充实后，现在我们已经有7名专业教练。”

与此同时，通过不断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利用社团活动等
培养、支持学生对足球及体育运动的兴趣，让学生在运动中强
身健体、磨炼意志，享受运动的快乐，福建师大二附中相关负责
人说道：“优异成绩的背后是队员们每天至少一个半小时的训
练、教练们的不懈努力以及学生家长的大力支持。”

为了给校队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学校不仅特招足球特长
生，每年还以班队的形式举办“船政杯”校园足球联赛，从初一
开始选拔好苗子。现在校内的储备足球队员有100余名，由此
择优选拔出的校队为三支男子足球队、两支女子足球队。这五
支初高中男女足球队，不仅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还为上级持续输送足球后备人才。

陈敏作为足球队总教练，对队员们表现出来的向上、向善
的体育拼搏精神十分自豪，“他们能够坚持完成训练，也能够在
比赛场上赛出风采。我们将来的目标是带他们夺得省级第一
名。”

君山社区开展植树节亲子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薛海云）3月11日，由马尾区民政局主办，君

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益乐社工中心承办，平安人寿马尾
自贸区支公司、马尾明一鲜奶联合举办的植树节亲子主题活
动在君山社区顺利开展。

家长和小朋友一同领取手工多肉材料包，静下心来，动手
种植多肉，在轻快的背景音乐下，小朋友们将土倒进小花盆
中，用小铲子挖个坑，将多肉植物埋进去，再倒进剩余的土，用
手按压一下，浇入适量的水，家长在旁边协助小朋友一同完
成，花篮造型的盆栽中被小朋友种满了形状各异的可爱多肉，
看上去十分的赏心悦目。

“这次的活动，我很喜欢，谢谢我的妈妈带我参加，我希望
以后爸爸也能一起参加”“我学会了为什么要植树”“我知道一
棵树的价值是什么”……活动接近尾声，社工引导家长和孩子
们共同回顾本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并通过随机采访和发言，引
导孩子和家长们充分表达感受。最后共建单位一同为他们送
出了精美的小礼品。

本报讯（记者 毛淑文 郑婷）“我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好，可
以多献点。”80后党员刘文鹏跟正在采血的工作人员说道。近
日，在马尾镇大院内，马尾镇政府与马尾区红十字会联合开展

“传承雷锋精神 热血续航生命”无偿献血活动。当天参加献血
人数100多人，献血成功人数58人，献血累计19780ml。

活动现场，马尾镇党员干部身体力行带头献血，镇机关、村
（社区）、区城市开发投资集团等企业干部职工和群众积极响应
号召，踊跃参与献血。医务工作者也早已等候多时，她们耐心
引导献血者有序地完成填表登记、信息录入、抽血化验、血液采
集，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一袋袋承载着爱心的血袋被迅
速填满。参加献血的志愿者表示，在“3·5”学雷锋纪念日来临
之际，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为社会奉献
爱心和力量，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献血是光荣的，献血的时候虽然感觉到一点疼，但能够为
别人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真的感到很荣幸。”快洲村村委会委
员李新表示。

马尾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记者 丁林怡）3月7日，滨江社区组织开展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弘扬雷锋精神，传递志愿力量”。

当天下午，居民们在党员和青年志愿者的指导下进行了
干花相框制作，大家根据自己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想象布置
手中的花瓣，通过丰富的色彩搭配、巧妙的形状组合，让原本
空白的相框变得花团锦簇，形成一幅幅独具匠心又饱含深意
的作品。居民们捧着自己的作品合影留念，感受着花艺带来
的温馨，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喜悦。此外，活动还安排了爱心义
剪、免费洗地毯等服务。

滨江社区党总支书记林静表示，希望通过此类活动，让居
民走出家门多多参与社区活动，也让更多的居民切身感受到
来自社区与社会的关怀和帮助，借此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志
愿服务活动中来，让爱在社区传递。今后，社区会继续开展此
类活动，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更多更贴心的志愿服
务。

活动由马尾区委组织部、马尾区民政局、共青团马尾区马
尾镇委员会、马尾区滨江社区名城国际小区党支部主办；马尾
区善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马尾镇滨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快安供电所、长城物业承办。

滨江社区组织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硕 通讯员 马
尾城管宣）近日，马尾区马尾镇城建
办联合马尾区城管局马尾中队，对建
坂村一处违建予以拆除，拆除面积约

2100平方米。
执法人员表示，他们将持续加大

巡查、宣传力度，积极营造“不想违、
不能违、不敢违”氛围。

马尾拆除一处违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