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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尾 司 法 所 ：善 用“ 巧 劲 ”化 纠 纷
本报记者 李硕
从矛盾纠纷调解到社区矫正对
象管理，再到基层法律服务及法治宣
传教育等等系列繁琐的事务。处于
化解矛盾纠纷、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
犯罪第一线的马尾司法所工作人员
平时做了哪些工作？又如何做……1
月 10 日，记者在马尾司法所获悉，去
年以来，该所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
教育改造和管理，通过巧开良方、私
人订制、暖心相助等方式，认真研究
新时代社区矫正工作规律，不断规范
执法程序，创新矫正模式，提高矫正
管理质量，
提高了司法工作效率。

展全面走访中发现，社区矫正对象吴
某因长期忙于工作，平日与妻子疏于
沟通，夫妻双方心生嫌隙，婚姻家庭
矛盾不断升级，
一度面临离婚。
“为防止因婚姻家庭矛盾和情感
纠纷出现极端情绪，我们主动找到吴
某，并联系了妇联干部和双方亲属，
从双方产生矛盾的根源、双方解决纠
纷的方式、夫妻的相互包容、家庭的
和谐幸福等方面对吴某夫妻进行了
劝解、疏导。”马尾司法所所长张诒雁
表示，最终，双方在司法所工作人员
的调解下，相互敞开心扉，关系逐步
缓和。更让人欣慰的是，经过多次的
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调解修复，吴某妻
子经常主动和司法所报告吴某的生
活工作情况，双方重归于好，吴某也
倍感温暖和感激，接受社区矫正的积
极性明显提高。

“巧开良方”矫正效果显提升
为了确保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对
象不脱管、不漏管，定期走访已成为
马尾司法所工作的常态。近日，该所
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社区矫正对象开

“私人订制”教育讲座涨知识
“我们穿衣服扣扣子，如果第一
颗扣子扣错了，那么接下的扣子都会
扣错，而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
要扣好，不然，以后就会走上歧途。”
近日，马尾司法所邀请相关专业人士
为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应急救助、亲子
沟通教育等讲座。张诒雁表示，通过
剖析个案，并与矫正对象互动沟通，
不仅激发了矫正对象对法律知识兴
趣，也让大家学习了许多法律知识和
文化常识。
这是为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增强
法律意识，马尾司法所收集社区矫正
对象对法律的相关需求，针对不同矫
正对象的特点，制定“私人订制”课程
菜单的缩影。张诒雁告诉记者：
“去
年以来，我们组织分批次开展不同主
题的集中教育活动，让社区矫正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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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切实提高
他们遵守法律法规意识。
”

省党代会精神宣讲进企业
本报讯（记者 陈晓静）近日，区委讲师团成员王定国到正
泰园区宣讲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园区内的正泰纺织、臻
鸿电子、金驰电子等多家企业代表到场听讲。
王定国从马尾区的历史沿革讲起，将马尾作为多区叠加
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优势娓娓道来，将深刻把握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的主题、深刻把握过去五年发展的显著成就和宝
贵经验、深刻把握福建发展的总纲领总遵循、深刻把握今后五
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等几大要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讲述。在场听众无不静心听讲，听到有感处还发出几声满含
切身体会的慨叹。
“我到马尾五年了，五年来看着这里民生发展、公共卫生、
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飞速发展，在这里生活幸福，深有感触。
今天听了宣讲，党代会精神对今后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增强了发展的信心。”正泰纺织副总经
理李毕生表示。

定期进行视频定位、实时位置确认抽
查等方式，避免出现脱漏管现象。”
张诒雁告诉记者。
“暖心相助”困境帮扶暖人心
“感谢你们缓解了我情绪问题和
除了社区矫正，司法所还肩负着 生活压力，还为我向民政部门申请了
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 临时救助补贴，让我们一家能够温暖
法治宣传、依法治理、刑满释放人员 跨年，安心接受社区矫正，以积极向
安置帮教等职能，具体的工作繁杂而 上的态度面对生活。”陈某对马尾司
琐碎，几乎涵盖了老百姓生活的点点 法所的暖心相助感动不已。
滴滴，对于存在困难的矫正对象，马
记 者 了 解 到 ，马 尾 区 目 前 有 社
尾司法所更是做到了应帮尽帮。
“ 社 区矫正对象 53 人，刑释解教人员 117
区矫正对象陈某，在矫正期间身患癌 人。一年来，马尾司法所共组织集
症，需要大笔医疗救治费用，且由于 中教育 20 次，调解群众纠纷 395 件，
化疗需要住院，不便来司法所参加教 涉及金额 2000 余万元，均有效化解
本报讯（记者 李硕）近日，快安所来了一名特殊的群众，
育和公益活动，我们向社区矫正管理 纠纷，为“平安马尾”建设贡献着力
张某带着一面写着“真心为民办事 倾心为民解忧”的锦旗交
局申请为其免除其集中教育和公益 量。
到快安派出所民警手中，
表达感激之情。
活动，通过到其家中走访谈话、电话
民警做了什么让张某如此感激？原来，张某是我区某公
教育、在线课程学习、分享微信学习
司的负责人，在网约车上不慎将一部手机遗失,而更让张某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链接等方式对其进行教育。同时不
“头疼”的是手机里面有重要工作资料，如不能找回，后果不堪
设想。
“发现手机遗落在车上后，我当即拨打了司机电话沟通,
但司机始终拒不承认,随后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报警求助，我
以为这是一起简单的物品遗失,司机都不承认警察肯定也没
办法。
”
回想起当时百感交集的心情，
张某仍心有余悸。
来到快安派出所报警后，当天值班领导和民警热情的接
待了张某,在了解到详细情况后,积极帮忙与网约车平台和该
名司机沟通,努力协调,尽力帮助解决问题。让张某没想到的
是当天晚上便将遗失的手机找回了。
“我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来派出所代表员工表达谢
意。本来想人民警察每天有那么多事情要忙，哪有空管我这
传统文化精粹，我特别喜欢写书法， 种丢手机的小事，没想到他们那么热情，当天便帮我找回了，
帮了我大忙，真是群众的事无论大或小，他们都用心办理，太
在春节来临之际，为大家写春联送祝
感动了。
”
张某对民警的暖心相助竖起了大拇指。
福，我觉得特别开心！”叶林纾告诉
这是自学习潘东升同志先进事迹活动开展以来，
快安所
记者，今年她已经写了几十幅春联送
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为实事”
实践活动的缩影。快安派出所相
给别人。
关负责人介绍，我们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群众
“财源更比水源长，生意如同春
排忧解难,为群众热情服务，平时群众的事无论大事小事都是
意美”
“诗中有画画如诗，锦上添苍苍
我们都放在心间，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提
似锦”……一幅幅对联字体隽秀、笔
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率。
法娴熟，引来了居民的阵阵叫好，有

手机丢失网约车司机拒还 民警暖心助其找回

马尾书法家为市民义务写春联
本报讯（记者 郑婷）春节的脚步
越来越近，人们开始陆续准备年货、
购置春联。为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为群众过年增添年味，以满腔热情迎
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的到来。1 月 10 日，在亭江镇东街
村亭头街，亭江书画诗联研究会的书
法家们开展“喜迎二十大 共享幸福
年”——马尾区 2022 年第十九届“书
春送福进万家”书写春联活动，为村
民写春联、送春联。活动由马尾区文
联、亭江镇政府主办，亭江书画诗联
研究会承办。
活动现场，书法家们充满创作热
情，每一笔都流露出浓浓的年味和对
居民群众的深深祝福。不一会，一幅
幅散发着清新墨香的对联呈现在人
们面前，铺在椅子上，挂在绳子上，等
待着被村民们带回家中，张贴在门
上，寄托大家对新的一年美好生活的
向往，对未来的祝愿。参与活动的村
民们则一簇簇围在书法家们周围，或
品评书法，或诵读春联内容，或上手
帮忙，氛围十分热烈。
“老师们写的对
联都很好，看了很多，选到了心仪的
对联。社区组织的这个活动真好。”
在活动现场领到春联的居民高兴地
说。大家一边有说有笑，一边挑选钟
意的春联，
喜上眉梢。
“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联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人们对
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参加了多次
书写春联活动的书法家林锦如老师
高兴地说：
“明年是虎年，我先在这里
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在虎年里虎
虎生威，平安吉祥！亭江是有名的书
画之乡，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我们在
这里举办送春联活动已经快 20 年了，

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书画家们和村民
之间的‘约定’，今年我们也如约而
至。作为一名书画家，我觉得我有义
务有责任，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而努力，也以此来迎接党的二十大
的到来。
”
马尾区文联工作人员黄有明表
示：
“2022 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马尾
区文联举办这场活动主要是想以接
地气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来不断
满足基层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来传递新年的祝愿，送去新年

的祝福，来增进广大基层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在二十大即将召开之
际，我们区文联心系百姓送温暖，祝
愿百姓阖家共享和谐幸福年。
”
又 讯（记 者 薛 海 云 郑 婷 文/
图）1 月 10 日上午，在琅岐镇红旗路
边的一个小广场上，一张张书写春联
的桌子前，挤满了赶来领取春联的市
民。一幅幅书写新气象、教育新风的
春联，散发着清新墨香，字迹未干就
被市民们一“抢”而空，得到群众一致

的大声朗读着春联的内容，细细体味
一幅幅春联的寓意，有的拿出手机拍
照留念，现场一片欢声笑语，浓浓的
年味儿“扑面而来”。
“别看这些小小书法家年纪小，
他们写起春联落笔行云流水，十分
娴熟，一看就是下过功夫的，感谢他
们把这些带着吉祥寓意的春联送给
我们。”居民程大爷边欣赏春联边说
道。
据了解，1 月 9 日上午，
“ 翰墨迎
新年，春联送祝福”活动启动，共送上
500 副春联。琅岐书画社负责人陈虎
志老师介绍，
“ 小小书法家免费送春
联”活动已经连续举办十多年，通过
写春联活动，不仅弘扬了中华传统文
化，让同学们了解书法，追求书法，喜
欢书法，传承书法文化内涵，展示书
好评。
记 者 在 现 场 看 到 ，活 动 现 场 人 法的魅力，在浓浓的迎新气氛中更增
头攒动，居民们把小小书法家和民 添了一份喜气，一份年味。同时，也
警们团团围住，只见他们把墨水调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下基层
匀后，大红宣纸“哗啦”甩开，摆好阵 写春联为百姓送祝福，祝愿百姓阖家
势后，有条不紊地沾墨、挥毫，或遒 共享和谐幸福年。
参与此次活动的“小小书法家”
劲有力、或行云流水、或鸾翔凤翥，
或龙跃天门，一幅幅笔墨酣畅的春 们均为琅岐中小学生，最小的还在读
三年级。活动由琅岐经济区管委会、
联就写好了。
小小书法家叶林纾是琅岐实验 马尾区文联、琅岐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小学五年级学生，她已经学习了 3 年 所、琅岐实验小学、琅岐书画社等主
多的书法。
“ 书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办。

琅 岐 龙 鼓 度 假 村 获 评 国 家 2A 级 旅 游 景 区
本报讯（记者 陈晓静 文/图）1 月
10 日，
在 2022 年马尾区旅游从业人员
业务培训会议暨琅岐龙鼓度假村国家
2A 级景区授牌仪式上，马尾区文化体
育和旅游局负责人向琅岐文化旅游投
资有限公司授予了由国家文旅部颁发
的
“2A 级旅游景区”
牌匾。
琅 岐 龙 鼓 度 假 村 始 建 于 1996
年。位于琅岐岛东南面，横跨云龙
矮岭至东岐村海岸，总面积为 9000
余亩。景区有漫长的海岸线、宁静
的海滩、嶙峋的怪石、遍布岩洞和礁
石。近年来，景区主要建设景点有
九龙柱环岛、光影音乐沙滩、潮音栈
道等人文景观，还有金鸡报晓、白猴
屿 、双 龟 把 口 、海 堤 观 潮 等 自 然 景
观。景区内有多家酒店分布，其中
望江楼大酒店曾多次作为会议地点
接待省市级会议、视察等。度假区
内拥有 2000 亩的人工湖——“砚池
湖”，自 1999 年开始至 2004 年北大、
清华先后举办过六届新世纪“琅岐
杯”百年赛艇对抗赛。
景区内景点众多，其中龙王洞是
岛上礁石最奇特的景点。该景点内
怪 石 林 立 ，有“ 风 帆 直 挂 ”
“龙王天
书”
“ 金刚头”
“ 鹰嘴岩”等，最奇特的
是一艘“泰坦尼克号”，这块岩石形
状极似电影中“泰坦尼克号”轮船的
船头，代表的是最真的爱情。还有

金鸡报晓金鸡岩，位于东岐海边，这
里海蚀礁石林立，其中一块大岩礁
突兀海面，屹立海滨，形似大公鸡傲
立而得名，
“ 金鸡报晓”是琅岐古十
景之一。而白猴屿位于东岐江海

里面养着红 、对虾、文蛤、蛏等海
珍品。在水面游泳、泛舟、垂钓，可
谓是得天独厚。砚池湖同时还是大
雁、白鹭、野鸭、海鸟的栖息地，水面
上海鸟、野鸭翔集。
龙鼓度假村作为老牌周边游目
的地深受市民喜爱。近两年，琅岐文
旅投资有限公司先后投入 5000 多万
元进行景区整改升级，不但增设了停
车场，增加了儿童游乐设施，对景区
接待中心等处进行了装修升级，还重
点升级了景区的安保措施，设立智慧
灯杆等，运用物联网技术对景区安保
水平进行了升级。
琅岐龙鼓度假村每年接待游客
近百万人次，每到节假日，这里便迎
来熙熙攘攘的人流。现在走进龙鼓
度假村，龙小琅和凤小岐两位卡通代
言人的身影将带你游览景区，风浪来
了，智慧灯杆将向你发出安全提醒。
沙滩休闲，景点游玩，临海观景，入夜
还有音乐喷泉表演，不定时的，沙滩
大舞台还会有文化演出上演。前不
久，电影《季风与海洋之声》还在此取
景拍摄。
每当农历八月十五天文大潮，慕
中，金鸡岩南约 8 百米，有一叶白色 跃，称之猴石，置身白猴屿，可见怪
的大岩礁，方圆数十亩，高出海平面 石林立，群猴聚首，或坐或立或卧， 名到这里观潮的游客更多。只见浊
六十余米，形似石猴，漂浮在江心， 千姿百态，仿佛置身于猕猴王国，犹 浪排空，如排山倒海之势向海堤冲
“ 海堤观潮”也成为度
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闪闪银光。白 如鬼斧神工，令人遐想万千。砚池 击，惊险欲绝，
猴屿由众多岩石组成，形似小猴跳 湖赛场周围是镇水产综合养殖场， 假村一景。

马尾路边绿植穿
“冬装”
本报讯（见习记者 毛淑文）入冬以来，随着天气慢慢变
冷，
路边披上“新衣”
的绿植给寒冷的冬日增添了一丝暖意。
近日，漫步在马尾东江滨步道上的市民不难发现，容易受
冻的黄金榕、黄金叶等灌木披上了一层绿网“防寒罩”，罗星街
道辖区内的鸡蛋花也穿上了土工布“绿衣”。据区园林中心专
技人员介绍，在寒冷冬季来临之前，为保证马尾区不耐寒绿化
植物能够顺利过冬，区园林中心早在 2021 年 11 月就安排布置
防寒抗冻相关工作。12 月初，组织了 70 多名绿化工在全区开
展绿植防寒防冻工作，共使用 50 捆土工布及 100 捆绿网，覆盖
面积约 8300 平方米。除此以外，还采取将磷酸二氢钾按一定
比例溶于水车水箱中，利用水车对植物进行喷淋，来增强植物
抗寒越冬能力。
据悉，近年来，为丰富城市绿化景观，马尾区引进了如美
人树、蓝花楹、黄花风铃木、粉黛乱子草等既抗寒又美观的植
物。

福州海警深夜查获涉嫌走私冻品25吨
本报讯（记者 章盈旖 通讯员 于钟胜 吴宗伟）近日，福
建福州海警局在闽江口附近海域查获 1 起涉嫌走私冻品案，现
场查扣涉嫌走私冻品船舶 1 艘，查获牛肉等涉嫌走私冻品 25
吨。
12 月 29 日 23 时许，福州海警局执法艇在闽江口附近海域
巡逻时，发现在该海域一废弃码头上停靠有一艘未涂刷船名
船号等标识的货船，该船吃水较深且未开启任何照明设备，十
分可疑。经登临检查，该船上装载有牛肉等冻品约 25 吨，但未
发现船员及船舶相关证件，随船也无任何相关冻品合法来源
手续和检验检疫证明，涉嫌走私冻品。福州海警局执法员随
即对该批冻品进行了查封及消杀，并向福州市马尾区防疫指
挥部作了通报。目前，涉案船舶及所载冻品均已被依法扣押，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走私冻品通过非法渠道运输入境，未经国家检验检疫，一
旦流入国内市场，不仅破坏国家正常经济贸易秩序，还会对广
大群众的食品安全及防范疫情输入构成严重威胁。春节将
近，福州海警提醒广大群众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冷冻食品，确
保饮食安全。
此后，福州海警局将持续强化对辖区的监控和巡查，始终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确保辖区安全稳定。
（上接一版）

治理显成效 水系好风景
值得一提的是，在琅岐还有一片隽秀灵动的生态景观
——琅岐红光湖。
“那里过去一片泥沼现如今已变为越来越多
市民携家带口前来游玩的滨水公园。”第一次来琅岐红光湖游
玩的林女士表示，琅岐红光环境好、生态好，今后一定带孩子
常来。
共建共治 建设生态新城区
收集有关城市水系治理工作相关的宝贵意见建议、动员
各方积极参与城市内河巡查志愿者活动、组建“校园河长”护
河志愿队……为营造全民参与治水、护水、管水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区住建局联合有关部门定期开展内河水系综合治理
常态化宣传工作。截至目前，
共举办主题宣传活动 10 余场，
发
放相关宣传资料近万余份。
“除了举办常态化宣传工作外，我们还组织各乡镇通过广
播、河长公示牌等方式多渠道多方位进行同步宣传。”张诚毅
表示，各项宣传活动都取得了较好的反响，全区人民群众对水
资源、江河湖泊保护意识进一步增强，参与河道水环境治理的
积极性也大大提高。
“现在取得的成绩只是开始，内河水系综合治理工作仍是
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接下来我们还将针对我区
排水管网和农村污水存在的问题继续开展整治工作。”张诚毅
表示，未来，还将不断总结，完善健全内河水系综合治理工作
长效机制，开展内河水系综合治理工作各类活动，确保各项工
作落实到位，
实现治理成效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