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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市委市政府野百日攻坚冶大会精神

石岭镇再掀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 通讯员
陈钟锐冤为贯彻落实市委尧市政府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野百日攻坚冶行动大
会的精神袁近日袁石岭镇全面展开一
场人居环境整治大行动遥
该镇政府班子领导下乡部署指
导袁 镇驻点干部尧 帮扶单位驻村干
部尧野十百千冶 回乡干部和广大村民
群众齐心协力袁 在全镇上下掀起新
一轮环境整治热潮遥
整治大行动中袁 石岭镇实施镇
村分级负责袁加大宣传力度袁动员群
众参与袁 清理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杂
草杂物袁清理沟渠池塘溪河淤泥尧漂
浮物和障碍物袁拆除危房尧废弃猪牛
栏及露天厕所茅房袁拆除乱搭乱建尧
违章建筑袁拆除非法违规商业广告尧
招牌袁 全镇自然村面貌得以焕然一
新遥 到现在为止袁全镇累计清理村巷
道及生产工具尧 建筑材料乱堆乱放
291 处袁 清理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杂
草杂物尧积存垃圾 257.8 吨袁清理沟
渠池塘溪河淤泥尧 漂浮物和障碍物

58 处曰拆除危房尧废弃猪牛栏及露
天厕所茅房 1647 平方米袁拆除乱搭
乱建尧违章建筑 56 处袁拆除非法违
规商业广告尧招牌等 34 处曰整治垃
圾乱扔乱放 112 处袁 污水乱排乱倒
67 处袁 整治乱搭乱接的电力线尧电
视线尧通信线 4300 米遥
下一步袁石岭镇将继续按照野三
清一改冶的工作要求袁着重健全长效
管理机制袁加强对村民的宣传引导袁
改变村民乱堆乱放习惯袁 督导完善
保洁员机制袁防止垃圾堆积袁保持村
面干净卫生曰 同时结合村庄实际需
求袁做好已完成野三清一改冶公共区
域的再利用袁及时绿化美化袁努力建
设美丽宜居村庄袁 确保整治工作出
成效遥

石岭镇再欣整治环境高潮
谭杏娇 摄

把温暖送给
离 休 干 部
本报讯 渊记者林梅英 通讯员
陈晓冤 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袁8 月
日至
28
9 月 4 日袁 市委老干部局组
织开展探望慰问离休干部活动遥
慰问组深入离休干部的家中或
医院袁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袁
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尧 身体和家庭
状况袁嘱咐他们保重身体遥 老干部局
领导代表市委尧 市政府向离休老同
志通报廉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表
达节日问候袁对他们为廉江的革命尧
建设和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遥
老同志们深情地表示感谢组织和单
位对他们的关怀袁 同时对廉江七十
年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成就深感欣
慰袁他们坚信袁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
下袁 一定能够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遥
据悉袁 我市共有接管企业离休
干部 52 人袁 全部来自市水泥厂尧粮
所尧供销社尧食品公司等改制或破产
企业袁 其中离休干部年龄最大的 99
岁袁最小的 84 岁遥

中秋情意浓
访贫暖人心

梁一元创建民间博物馆

本报讯渊记者李廷赋
通讯
员林河忠冤9 月 3 日袁在市行政服务
中心领导带领下袁该中心扶贫工作
队慰问 高桥镇 红 寨村 42 户贫 困
户尧脱贫户和村委干部遥 工作队员
们怀着浓浓真情袁将月饼尧大米尧油
等慰问品送到贫困户家中袁送上了
诚挚的的问候和祝福遥
走访慰问中袁各帮扶干部与帮
扶贫困对象亲切谈心袁详细了解他
们的生活情况袁知道他们的所思所
盼遥 同时袁与贫困户探讨如何发展
经济袁尽快摆脱困境袁过上幸福富
裕的生活遥 按照野一户一策冶的思路
并结合帮扶户的个人意愿袁着力发
展适合实际的项目袁并鼓励贫困户
树立信心袁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袁
与全村百姓共同脱贫致富遥 通过中
秋节前的走访慰问袁帮扶贫困户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袁他们更加坚
定信心袁 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袁
为下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本报通讯员思齐 毛雷
1尧揖建议铱恢复良垌镇茂垌路口
至新华路口的道路
劳先生反映袁 机动车在途经良
垌镇新华路口尧 新良路口尧 老良路
口尧河仓路口尧尚山路口尧油库路口尧
皇竹新路口尧 皇竹旧路口尧 茂垌路
口尧沙田仔路口尧河仔路口时没有减
速袁存在安全隐患遥现建议能恢复茂
垌路口至新华路口的道路袁 以免能
减少交通事故发生遥 希望职能部门
能采纳该建议遥
市交通运输局回复院 良垌镇茂
垌路口至新华路口道路为湛江市公
路管理局弃养旧 207 国道袁 现我市
地方公路管部把它升级为乡道
Y470 线遥 该乡道是良垌镇新华片区
群众出入的主要通道袁 该路路基宽
12 米袁路面宽 8.0 米袁路面为沥青混
凝土袁 由于路面损坏袁 存在安全隐
患遥 现在良垌镇政府决定分步对该
路段进行改造遥 目前良垌镇崇山村
委已对该路段新华路口至油库路口
段按三级公路标准 渊路基宽 12.0
米尧路面宽 6.5 米冤进行改造袁现正
进行施工遥 余下油库路口至茂垌路
口段我局将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
改造前期工作遥同时袁我局要求该镇
养护中心加强该路段养护袁 确保该
段路安全畅通遥
2尧尧揖投诉铱 安铺镇龙潭村委会
横西村一带申请安装宽带相关问题
莫先生是安铺镇龙潭村委会横
西村的村民袁 其反映 2018 年 10 月
份到镇中国电信营业厅叫工作人员
为其拉网线袁 但至今都没有为其拉
好网线遥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理遥
中国电信廉江分公司回复院经
核实袁用户村尚没有光纤覆盖袁而提
及赵联村到横西村约 2 公里路程
远袁此村无杆路到达袁如装机需要新
立杆路大概 20 条袁 工程投资较大遥
对于没有杆路到的位置袁 我司暂无
投资建设计划遥 11:18渊96684冤联系
用户袁解释以上情况袁用户已清楚遥

遗失声明

安铺护鸟卫士梁一元袁30 年
来收 藏散落民间的 老物件数千
件袁 建民俗农耕文化博物馆免费
开放袁今年二月份以来袁吸引几千
人参观遥
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袁梁一
元就开始收藏老物件遥 他的搜寻
工作得到了家人的支持袁 便决定
建一个以安铺农耕文化为主题的
博物馆遥 因为地方小袁现在展出来
的展品只有 300 多件袁包括瓷器尧
农耕器具尧粮食生产储存等 20 多
个种类遥
目前梁一元民俗农耕文化博
物馆收藏的民俗农耕旧物件已达
2000 余件袁 虽然展品并不是什么
价值连城的古代文物袁 但是能通
过一个个旧物件直观展现出近百
年来安铺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的
发展轨迹遥 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
主题袁发挥了老物件的大价值遥
数百件农耕时代的老物件袁
在小 小的展馆里摆 放得满满当
当遥 里面有农家吊在房梁上的各
种筐尧藤编类用品袁里面放着在当

时看来比较稀罕的干果袁 或者是
出去买东西的提篮遥 民间所用的
各种大小木质算盘尧 弯月般的秤
钩尧红黑色的大杆秤尧30 斤到梢的
提秤或铜盘秤和小巧的戥子秤袁
也挂满墙壁遥 地下摆着大小不一
黑不溜秋的铁秤砣尧灰色石秤砣遥
旁边的小风箱外表看起来比较陈
旧袁 但是风箱还是可以来回的拉
动袁制作得非常精巧遥
进入馆内袁 老物件一个个映
入眼帘袁 充满了古朴厚重的时代
气息遥 有的瓷碗尧花瓶有几百年的
历史袁见证了古安铺的繁荣遥 有的
距离我们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袁
但是却因为时代的快速发展而慢
慢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遥 野收藏不
是独享袁而是让更多的人受益袁摆
出来给年轻人看看袁 让后代不要
忘却他们祖辈的生活和经历遥 冶梁
一元做这些不是为了金钱袁 而是
为了情怀而坚持下来遥
在空地上搭建的棚子下袁摆
上了各种农耕物品袁初具规模遥 有
犁尧草耙尧稻桶尧打稻机等遥 最吸引

民间博物馆一角 林梅英 摄
人的是独轮平板车袁 轮子是木制
的袁推起来觉得很沉重遥 展馆的四
周袁摆放在一旁的几架石对尧石磨
也仍然完好无损袁 游客可以轻松
地推动石磨遥

现在袁梁一元的儿子和女婿也
加入帮助他收集尧整理各种老物件
的工作中袁他们都觉得做这种留住
记忆袁 传承后人的事情非常有意
义遥

请为泄愤砸车的行为买单
本报讯渊通讯员张家繁冤一男
青年因停在卫生院内的摩托车被
人搞坏袁心生怨恨袁就打砸院内及
路边的轿车泄愤袁结果不仅要赔偿
一笔修理费袁还背负法律责任遥 近
日袁该案被石颈派出所破获袁涉案
人员李某玉被抓获归案遥
8 月 19 日袁石颈派出所接到多
名车主报案称袁其停放在卫生院内
或路边的小汽车被人为砸损了遥 接

警后袁 该所迅速出警赶到现场处
置遥 民警发现袁停放在卫生院内的
一辆宝马汽车尧一辆白色面包车以
及在石颈镇卫生院到石颈粮所对
面的电信手机店路段多辆小汽车
被砸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遥 民警
调取周边监控及走访周围群众袁发
现一名男子手持砖头砸车的整个
过程遥 民警随即扩大侦查范围袁通
过摄像头内体貌牲和逃逸轨迹袁迅

速锁定嫌疑人系为李某玉遥 石颈派
出所随即派民警对嫌疑人李某玉
展开抓捕遥 8 月 20 日 22 时许袁民警
在石颈镇某家具城附近抓获李某
玉遥
经查袁8 月 19 日凌晨 3 时袁李
某玉因其停放在石颈卫生院内的
摩托车不知被何人搞坏袁 为了泄
愤袁 李某玉用砖头将一辆宝马汽
车尧一辆白色面包车砸坏袁然后离

开石颈镇卫生院遥 看见路边或档口
门前停放着汽车袁依然愤恨不平袁他
手持砖头冲上前一路砸车袁致使 10
辆小汽车不同程度受损遥经审讯袁李
某玉对其为泄愤手持砖头砸他人车
辆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目前犯罪
嫌疑人李某玉已被刑事拘留遥
警方提醒市民袁 私人财物受法
律保护袁切莫一时冲动酿成大错袁否
则身陷囹圄时方才追悔莫及遥

把关怀送给
困 难 群 众
本报讯 渊记者林梅英 通讯员李
华冤 为给帮扶的贫困户送去党和政
府的温暖袁9 月 3 日袁我市司法局局
长林伟带领该局相关人员一行 10
多人袁到石颈镇对挂点帮扶的大田尧
六根垌尧东埇尧新屋等四个村委会开
展中秋佳节慰问活动遥
当天袁 林伟一行在石颈镇委书
记陈波尧镇长陈炎兴的陪同下袁分成
四个慰问组袁分别对大田尧鹿根垌尧
东埇尧 新屋等四个村委会建档立卡
的 180 户贫困户进行慰问遥 每到一
处袁 林伟一行都详细了解他们的生
产生活情况袁鼓励他们要克服困难袁
自力更生袁艰苦奋斗袁在党和政府的
帮扶下袁做到人穷志不穷袁争取早日
脱贫致富袁过上幸福生活遥 同时为他
们送上花生油尧 月饼等慰问品和慰
问金袁 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困难
群众心坎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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