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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一中
奖教奖学仪式举行

本报讯 2020年 12月 26日下
午，石狮一中2018—2019学年杨孙
西教育基金暨第四届董事会奖教奖
学仪式举行。全国政协委员、通达
集团董事局主席、石狮一中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长王亚南，石狮一中第
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刘志仁、蔡佳
定、杨辛、王佰南、黄火表，以及石狮
市有关部门、湖滨街道的负责人，石
狮一中董事会、教育促进会成员，石
狮一中获奖师生代表等参加仪式。
近年来，石狮一中教育事业再
写新的辉煌，尤其是2020年高考，
学校两位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86
名同学录取双一流高校。校董们对
学校取得的佳绩倍感欣慰，为此，杨
孙西教育基金暨校董会决定，捐资
230万元给石狮一中进行奖教奖
学。本次颁奖共奖励在教学成绩、
教育科研、教育管理表现突出的教
师以及在中考、高考、各类比赛中表
现优秀的学生660多人次。
王亚南表示，教育乃立国兴邦
之本，未来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
这一代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将决定
着中国未来的命运，决定着中华民
族在明天世界上的话语权。希望同
学们拓宽胸襟视野，涵养奋斗担当
的意志，砥砺优秀品格，为中华之崛
起而读书，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为家
乡发展出力尽责!希望全体教职工
勇于担当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的使
命，以务实创新追求卓越，把石狮一
中这张教育名片擦得更亮，争做“逐
梦——家门口的优质教育”的排头
兵。希望各级领导、更多的侨亲、校
友、社会贤达一如既往关注、支持石
狮一中的发展，聚力一中，共同为石
狮一中的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 许小雄）

本地侨讯

加强活动阵地建设 拓展人大代表工作
——锦尚镇侨联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室活动侧记

2020年12月30日，锦尚镇
侨联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室
正式揭牌成立。而这个工作室
的创建还得从 2019年说起。
2019年初，锦尚镇三级人大代
表凭借侨务工作者的身份，在
全市首创“锦尚镇侨联人大代
表联系群众工作室”，以“侨”为
己任，主动作为，积极拓展人大
代表服务群众新渠道，成为石
狮市人大加强代表活动阵地建
设，创造性地开展代表工作的
一种有益尝试。

日。“一室一站”为代表们构建
起内通外联的履职平台，展现
出基层代表人民至上的铮铮誓
言，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代表
为人民的神圣职责。此外，他
们还利用镇侨联的组织机构，
由各村侨联小组长兼任联络
员，负责了解掌握本村侨情动
态，协助归侨侨眷、海外侨亲反
映困难问题。对于部分行动不
便的孤寡老人，代表们则主动
上门服务，耐心倾听群众的诉
求，及时帮助解决。

锦尚镇是石狮著名侨乡，
有归侨侨眷、海外侨亲 10000
余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人员往来更加密切，涉侨财
产纠纷、房屋建设、土地征迁、
两地婚姻、户口迁移、子女上学
等问题时有发生，其中一些问
题解决起来比较棘手，需要花
费不少时间和精力。锦尚镇侨
联有泉州、石狮、镇三级人大代
表3名，代表们除了按照选区
参与人大代表活动小组常规活
动外，于 2019年初创建“锦尚
镇侨联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活动
室”，同时，“锦尚镇侨联人大代
表网上联络站”也同步上线，主
动服务归侨侨眷、海外侨亲。
活动室接待群众时间与党
政机关同步，每周5天；联络站
24小时在线接收，没有节假

涉及华侨的事务众多，包
括政策层面与非政策层面。对
于政策层面的问题，代表们在
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形成
合理化的议案和建议，利用各
级人大会议，提交政府研究办
理，适时调整本级政府规定，
推动问题得到解决。比如，
《关于加强华侨业产的保护与
修缮，增进海外侨亲乡土记忆
和家国情怀》《关于政府牵头
组织开展青少年夏令营，加强
海内外华人联谊交流活动》
等，这些意见建议得到政府的
高度重视，有的已被相关部门
采纳。
对于非政策层面的问题，
无论是来信来访，或者通过网
上联络站留言，代表们都逐一
进行登记并马上协助解决。涉

抓住“侨”事
拓展人大代表工作

维护“侨”益
依法履行代表职能

及找政府部门办事，代表们就
充当“办事员”，充分发挥人大
代表的监督职能；涉及街坊邻
里纠纷，代表们则扮演“调解
员”的角色，摆事实讲道理，苦
口婆心地做好说服工作，化解
矛盾，切实维护归侨侨眷、海外
侨亲的合法权益。当然，对于
一些政策理解上的偏差，代表
们也会认真解释，充当“宣传
员”，耐心地宣传党和国家的侨
务政策，及时消除误解，促进社
会和谐。打开“人大代表联系
群众登记表”，里面翔实记录着
两年多来代表们为归侨侨眷、
海外侨亲办实事的具体内容，
每一件事都详细记载着来访时
间、诉求人的姓名、联系电话、
反映问题和办理结果，有帮助
孩子联系学校上学的，有协助
找寻祖坟的，有陪同到公安局
办理护照签证的，有组织慰问
贫侨的……

围绕“侨”务
主动服务发展大局

近几年，石狮经济社会发
展步入快车道，为了让海内外乡
亲更多了解家乡情况，代表们利
用联络网站“走进锦尚”，定期推
介家乡发展变化和最新政策法
规等内容，主动服务石狮发展大
局。2020年初，石狮市委、市政
府发出“逐梦——家门口的优质
教育”之号召，锦尚镇决定成立
教育促进会，海内外乡亲浏览到

网站上的倡议书后，纷纷对此举
给予充分肯定，并留言表示支
持，踊跃捐资，汇成海内外锦尚
人关心教育的强大动力，使得大
会如期举行，全部捐资金额达
3200余万元。2020年3月初，随
着境外疫情大暴发，海内外乡亲
生命安危时刻牵挂着代表们的
心，他们千方百计给予关心帮
助。代表们及时联系锦尚商会
及各村社会贤达，筹措资金20余
万元，紧急采购口罩与防疫药
物，以“锦尚镇人民政府及家乡
各社会团体”的名义运往菲律
宾和中国香港，为海内外乡亲
抗击疫情助力鼓劲，精彩地演
绎出一段海内外锦尚人的血肉
情深。而对于非常时期回乡的
旅菲侨胞、港澳同胞，代表们则
第一时间摸清底细，主动向锦
尚镇政府报告，发动社会各界
组织慰问。代表们深入旅菲侨
胞、港澳同胞家中，关心询问生
活及身体情况，赠送防疫物品，
详细介绍疫情防控知识，让他
们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
温暖，大大增进家乡与海内外乡
亲的血肉深情。
“锦尚镇侨联人大代表联
系群众工作室”作为人大代表
联系群众、发挥作用的重要载
体，结合本地实际，主动服务，
护侨助侨，实践证明具有强大
的生命力，充分展示了基层人
大代表的履职风采。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陈福元）
近日，
记者了解
到，华锦港
区发挥资源
优势，推动
港口经济规
模发展。
2020年华锦
港区货物总
吞吐量逆势
增长，港口
经济发展逐
渐壮大。图
为港口装卸
现场
（记 者
邱育钦 颜
华杰）

石狮三中建校 30 周年
办学成果展举行

本报讯 2020年12月27日，石
狮市第三中学建校30周年办学成
果展暨第四届校董会、首届教育促
进会就职典礼举行。全国政协委
员、香港德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佘德聪，旅菲乡贤、禾乃（石狮）食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光标，以及石
狮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宝盖镇、村的
负责人，石狮三中校董会、教育促进
会成员，海内外校友、学校师生等参
加典礼。佘德聪荣任石狮三中第四
届校董会董事长，郑光标荣任石狮
三中首届教育促进会会长。
石狮三中是由旅菲爱国华侨、
“石狮功勋”郑声党家族捐资创办
的。办学30年来，在市、镇两级党
委、政府和市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
关心下，在海内外校董校友、旅外侨
亲、社会乡贤的鼎力支持下，学校走
出了一条跨越式发展之路，1992年建
成独立初中，1999年升格为完全中
学，2005年通过省“三级达标中学”验
收，2019年又高分通过省“三级达标
校”复评。如今的石狮三中，校园环
境日新月异，面貌焕然一新，教育教
学质量不断攀升，普法、文学、差异教
学、艺术特长教育等办学特色日益彰
显，先后荣获“全国零犯罪”学校、福
建省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泉州
市文明校园等荣誉称号。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谢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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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中学校董校友捐献 193 万多元奖教奖学
本报讯 2020年12月29日
下午，石狮市石光中学第三十
四届蔡良础奖学金、第九届石
光教育促进会奖教奖学基金、
第八届蔡亨池施淑华伉俪教育
基金、第八届陈文栋奖教奖学
基金、石光中学第四届董事会
教育基金、石光中学教育基金
会颁奖大会举行。旅菲侨领、
石光中学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林玉燕，旅菲侨亲、石光中学教
育基金会理事长杨华鸿通过视
频参加仪式。石光中学第四届
校董会常务副董事长、香港校
友会会长许荣芳，以及市教育

局负责人，石光中学校董会、石
光教育促进会有关负责人，石
光中学的老校长、校行政、师生
代表、家长代表等参加大会。
此次进行颁奖的第三十四
届蔡良础奖学金是由石光中学
旅港校友蔡良础先生于 1986
年设立的，34年来，已累计捐资
140多万元用于奖励学校各年
级的优秀学生。石光教育促进
会奖教奖学基金是由石光中学
石狮校友会筹资于 2000年成
立的，主要是奖励各级评优、评
先及当年高考成绩优秀的教
师，录取到石光中学高中部中

考成绩居前十名的学生，以及
高考文理科总分获石狮市前三
名的学生。蔡亨池施淑华伉俪
教育基金是由健健集团董事长
蔡建省设立的，全额资金 200
万元，每年拿出10万元进行奖
教奖学。陈文栋奖学金是由原
石光中学旅港校友会会长陈文
栋出资设立的。石光中学第四
届董事会教育基金、石光中学
教育基金会于 2016年石光中
学周年校庆时换届、成立的。
近年来，石光中学全体师
生奋勇拼搏，积极探索，教育事
业取得新的发展，办学内涵不

断丰富，办学特色日益显现，高
考、中考取得优异成绩。会上，
该校校董、校友共捐献 193万
多元，对2019—2020学年度在
高考、中考、教师教学技能竞
赛、学生学科竞赛等方面取得
优异成绩的老师和学生进行奖
励。
林玉燕、杨华鸿在视频讲
话中，勉励母校师生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校董校友们表示，
将全力支持学校事业发展，成
为学校发展的坚强后盾，共同
为“逐梦——家门口的优质教
育”目标作贡献。（记者许小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