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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岸总工会积极团结动
员广大职工群众，充分发挥
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在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拼搏实干、建功立业。

北岸经开区总工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牢把握
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充分发挥新时代桥
梁纽带作用，坚定承担起引导职工群众听党
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奋力答好谱写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的
莆田答卷。

坚持领航铸坚持领航铸魂魂
凝聚奋进凝聚奋进力量力量

日前，全国技能大师、福建省劳动模范、
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罗屿港口公司生产操
作部副经理林建春利用班前休息时间在劳
模工作室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
号召生产一线职工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实践工作紧密结合，在思想上对
标、政治上校准、行动上看齐，立足本职岗
位，真干实干、勇于创新、攻坚克难，发挥好
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以高质量、高标准推
进各项工作，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平时，林建春经常与生产一线的职工，探讨
如何完善卸船工艺，提高卸船生产效率等方
面问题，发挥劳模工匠“传帮带”作用。

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
家”，为广大职工群众开启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思想之门”，按照省总工会
部署安排，该区总工会组织劳模工匠宣讲团
进企业、进车间、进班组开展“微宣讲”活动，
运用广大职工喜闻乐见、便于参与的方式，
发挥劳模工匠、一线职工的示范带头作用，
引领和凝聚广大职工勇当奋斗者、当好主力
军，切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工会系统及
广大职工群众中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北岸经开区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位，以
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和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为主线，结合“中国梦·劳动美”

“劳动创造幸福”“强国复兴有我”等主题宣
传教育，教育引领广大职工群众在学深悟
透、融会贯通、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持续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区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深入企业、
公安、交警、消防等一线开展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讲活动，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进
机关、进企业、进村居、进学校、进工地，积极
引导广大职工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紧扣中紧扣中心大局心大局
服务经济发服务经济发展展

“企业和职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的。”北岸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王
国斌说，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职工，职工的成
长也需要企业提供平台。

近年来，该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劳动竞
赛，扎实做好劳模工匠表彰工作，引领职工
爱岗敬业、奋勇争先，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在
港产城融合发展的主战场中当好“主力军”。

职工是企业的宝贵财富。为调动职工
主动性、积极性，实现企业与职工间双赢。
该区持续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把“安康
杯”竞赛活动与“安全生产月”、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安全生产法》宣传周、安全生产宣
传教育“走基层、进企业”等活动有机结合，
发动全区6家企业2406名职工参与，全面提
升职工安全保障能力和应急预防能力。

同时，充分发挥劳模和工匠人才在创新
实践中的引领和骨干带头作用，积极申报冯
华英劳模和工匠人才科技创新工作室和连俊
劳模工作室优秀职工创新成果；组织申报
2022年全省“五小创新”大赛，其中1项获二

等奖、2项三等奖，广大职工助力企业经济发
展的氛围更加浓厚；扎实做好劳模工匠表彰
工作，推荐职工评选全国、省级五一劳动奖和
工人先锋号活动，提升职工荣誉感和获得感。

倾情服务倾情服务职工职工
办实事办办实事办好事好事

“有困难，找工会。”王国斌表示，作为职
工信赖的“娘家人”,区总工会牢固树立全心
全意为职工服务的思想，切实履行好维权服
务职责，心系职工、服务职工、关怀职工，当
好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

该区总工会聚焦省总工会“六大专项行
动”要求，着力在职工生活需求和职工生活
质量上办实事办好事，全面推进企业集体协
商覆盖面，2022年集体协商“特别要约”行
动活动共发出要约 6份，覆盖职工 2134人，
回应要约企业6家，应约率达100%；优化工
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结构，目前组建率达
88.89%；推进企业民主管理、完善集体合同
制度，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创建。

同时，强化“网上+网下”工会服务阵地
建设，持续唱响“春送岗位、夏送清凉、
金秋助学、冬送温暖”工会帮扶服务“四
季歌”；申报省级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1
个、市级服务站点 1个，加大对特殊群体
的关心关爱力度；继续推进医疗互助工
作，扩大职工保障范围，共为 38家单位
2420人次办理第九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
办理 19人次医疗互助申请，下达补助 2.49
万元，缓解患病职工的经济困难；持续做
好困难职工、苦脏累险职工的心理疏导、
健康关爱、帮扶救助等普惠服务工作，提
升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同时，该区总工会突出规范建设，新
组建工会 3家，吸纳 90名会员，统筹抓好
新就业形态建会入会等重点工作，进一步
发挥好辖区3个省级模范职工之家、3个市
级模范职工之家示范引领作用，以职工之
家为阵地，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引领、职工
文体活动、技能培训竞赛、职工关爱帮
扶、劳动权益维护等活动，激发基层工会
活力，提高工会工作整体水平，为工会工
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本报讯 日行一善，积善成德。近日，莆田贤良港
天后祖祠董事会携手广东妙音日行一善义工团开展感
恩妈祖、回报社会活动，为北岸辖区的困难及残疾人家
庭送去善款和人文关怀。

当天上午9时，在贤良港天后祖祠广场钟楼前，数
十位前来领取善款的群众有序排起长队。在一一核对
信息无误后，广东妙音日行一善义工团负责人吴明城
把一份份善款送到群众手中，让每一个爱心，每一份温
暖真真切切传递到需要帮助的群众手中。据了解，广
东妙音日行一善义工团已经连续5年不远千里来到妈
祖故乡，为北岸的困难群众送温暖，此次共为100余户
家庭送上善款。

暖暖温情感人心，本次活动的开展帮助困难家庭
提升了幸福指数，让他们以更加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以更加坚定的信心与决心把生活越过越好。

（郭霖霞 黄国民）

本报讯 春节临近，聚会增多，为预防交通事故的
发生，全力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连日来，北岸
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持续开展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
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确保道路安全平稳畅通。

在忠门客运站执勤点，数名民警执勤人员身着反
光马甲，对过往的车辆进行检查，对驾驶员进行酒精检
测。该大队整合优势警力，联合巡特警大队采取定点
查处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增强酒醉驾查处行动
的针对性、有效性，让酒驾成为人人不能碰、不敢碰、不
想碰的高压线。

此外，为了从源头上预防酒醉驾的发生，公安交警
部门还不定期组织警力深入烧烤摊、大排档等场所，通
过发放宣传材料，和消费者面对面，以案释法提醒大家
做到“拒绝酒驾 安全出行”。（郭霖霞 陈琛 王家骐）

本报讯 针对近期群众购药需求激增现状，为严
防出现哄抬防疫用品价格现象，连日来，北岸市场监管
分局组织力量，对药店、卫生所等药品销售单位开展专
项检查，确保防疫用品市场平稳有序。

在忠门集镇街道，工作人员随机走访了几家药店
和卫生所，查看店铺进销台账，了解退热药、止咳药和
口罩、体温计等防疫物资的进货及销售情况，打击药品
囤积居奇、惜售抬价、捆绑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

上月以来，北岸市场监管分局累计出动人员 70
余人次，检查药店 90余家次，发放价格提醒函 20余
份。下一步，该局还将持续关注药品等涉疫物资价格
走势，常态化开展市场巡查工作，紧盯12315投诉举
报热线，及时曝光典型案例，切实维护防疫物资市场
价格秩序。 （陈琛 霖霞）

防疫物资保供稳价

不远千里送来温暖

严查酒驾保障安全

□全媒体记者 戴立钦 通讯员 郭霖霞

——北岸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奋力答好福建篇章的莆田答卷

拼搏实干建新功

福建八方港口发展有限公司一线职工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实践紧密结合，
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工作。 陈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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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的秘密，家乡的味道。
——题记

寒假，我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快过
年了，家家户户忙着炸豆腐、做红团、贴春
联，古朴的年味儿越来越浓了。

隔壁的王奶奶一家是做豆腐的高手，
他们做的豆腐味道清香、质地嫩滑、口感
细腻，慕名前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我们
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腊月里优先
嗅到浓浓的豆香。

这一天，我吃过早饭，便拉着爷爷直
奔王奶奶家。只见院子里摆满了豆腐板，
板上的豆腐白如雪、形如玉、嫩如羹。王
奶奶正用刀在豆腐上割出一块块小方
形。我脱口而出：“金刀割破玉无瑕”，便
拔腿向厨房溜去，吓得爷爷紧张地喊：“丫
头，慢点！厨房的锅不要靠近，地上湿，小
心点……”厨房中的灶火烧得正旺，上面
架着三口大锅。锅里的豆浆翻滚着，“扑
通扑通”的声音像温泉在喷涌，又如海水
在咆哮。“百沸汤中滚雪花”说的不就是这
模样吗？

我又扫视了一下，灶台旁边有两个大
木桶，里面泡着金黄的豆子。豆壳的颜色
被泡浅了一些，有的豆子脱了“外衣”，像
胖娃娃露出白白的“小肚皮”，十分可爱。
我越看越有趣，忍不住问王奶奶：“豆子是
如何变成豆腐的？”“做豆腐有个歌谣：一
泡二磨三滤，四点五压就成型。”王奶奶边
张罗边说道。哇，真是朗朗上口。

王奶奶的女儿阿娟将泡好的黄豆倒
入磨浆机内，几分钟的工夫就磨好了。不
知什么时候，爷爷已站在我身后。他告诉
我，自古有三桩苦差事：打铁、撑船、磨豆
腐。做豆腐要起早摸黑，既是体力活又是
细致活。以前打豆子是用石磨碾压。爷
爷边说边指着院子里龙眼树下的石磨。

我不禁想起诗句“旋转磨上流琼液”，想象
当年王奶奶围着它打豆子的情景。这时，
阿娟和王奶奶将豆汁倒在十字架下的过
滤布上开始滤豆渣。看着豆汁缓缓注入
纱布里，我自告奋勇帮忙滤豆渣。边摇边
嗅着豆香，享受这份感觉与嗅觉上的快
乐。阿娟起身给灶火添了一把柴，为烧豆
浆作准备，又转身将大木桶里的豆腐脑舀
出来成型。只见她拿起一个井字形木架，
在上面铺一层纱布，将豆腐脑舀进去，再
将纱布交叉折叠，再放上方块隔板，重复
做几个井字架叠起来，再用一块大石头压
住，她说压两个小时就成型了。

一会儿，豆浆也煮好了。王奶奶为
了犒劳我这个小帮手，端了一碗豆浆请
我喝。那独特的豆花香，直往鼻孔里
钻，顾不上推托，品一下，又滑又甜，

一下子滑入喉咙。
爷爷说，豆浆烧开后倒入卤水，与豆

浆溶合成形，做出来的豆腐是最地道的卤
水豆腐。品着方方正正、白白嫩嫩的豆
腐，看着王奶奶一家人忙忙碌碌的身影。
这朴素的豆腐也添了一味独属莆田人的
家乡情、家乡味。

在千年的传承与积淀中，莆田人平常
的饭桌上常有一道小葱拌豆腐，过春节更
会用豆腐做各种美食，如焖豆腐、油炸豆
腐、豆腐丸、豆腐素菜饺等。我不禁为莆
田先人点赞，是他们用双手，用智慧，用勤
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是他们用朴素
的道理教会我们人生哲理。

看着王奶奶门前买豆腐的人越来越
多，我感到年味越来越浓，年气也越来越
旺了。

艺术家罗丹说过，生活不是缺少美，而
是缺少发现的眼睛。学校的这次捐款活动
让我发现：雷锋不曾远走，美好就在身边。

那是课间操以后，学校少先大队辅导
员向全校师生发出——为西部困难学生捐
款的倡议。之后，我们还看了西部地区的
纪实照片。

当一双双清澈透亮的眼睛向我深情地
凝视时，我看到了他们的无助；当他们冒着
雨雪行走在蜿蜒陡直的山道，向着学校挺
进，我看到了同龄人的倔强……学校虽然
破敝，生活虽然艰辛，西部地区小朋友却坚

强、独立自主、勤奋上进：饭自己烧，衣服自
己洗，作业认真写……

同一片蓝天下，我们可以衣食无忧，可
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下学习，可以在周末的
兰溪畔吹风漫步，可以在学校的图书馆享受
知识的大餐……两相对比，我们是幸运的。

观看照片后，捐款正式开始，同学们个
个神情凝重，他们捐了自己的零花钱、压岁

钱，两块、五块、五十块、一百块……一位三
年级的男生涨红着脸，他紧紧地抱着一头

“大肥猪”，快步走到台前，激动地向辅导员
老师说：“我攒了三年，终于可以发挥作用，
太好了！”一位六年级的女生缓步上台，从
背包里取出几本崭新的书籍，对着辅导员
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快毕业了，这些图
书也许对他们有用。”说完腼腆笑了……

早晨的太阳透过榕树，射出灿烂的光
芒，操场上的捐款还在进行，激动的故事还
在延续，小鸟在树上唱着春天的歌谣。哦，
今天真美呀！

“再见，新涵街 429号”，看到爸爸“朋
友圈”里这篇充满感伤的文章，我不禁好奇
地点开，重温那一张张熟悉不过的老照片，
我的眼眶湿润了。

今天是爸爸搬离办公旧址的日子，我
们要与这个曾经相依相伴的“老家”告别
了。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在院子里吹泡泡、
奔跑的美好时光，有些不舍。那每一棵棵
直立的棕榈树，我都曾绕着它们调皮地转
圈圈，比比自己和大树谁长得更快；那每一
间间嵌着青绿木窗的办公室，爸爸都曾在
其中奔忙，翻阅案卷，查询资料，寻找突破
口；还有写着密密麻麻的笔记的一摞摞文
件，都记录着爸爸与叔叔伯伯们每天的辛
苦工作。

“别难过了，国家越来越富强昌盛，社
会在不断地进步，咱们公安局也要跟上时
代，更新设备，革新技术，旧貌换新颜，与时
俱进啊！跟爸爸到‘新家’去看看吧！”进入
爸爸新单位院子时，电子门禁自动识别，我
和爸爸顺利进去了。新院子比以前宽敞多
了，一辆辆警车整齐有序地停放在停车道
上，像是在随时待命出发。在院子中间矗
立着一幢高大的办公楼，门口正上方悬挂
着硕大警徽，阳光洒在警徽上，熠熠生辉，
令人肃然起敬！

进入办公楼大堂，我和爸爸乘坐电梯
来到 11楼，从窗户往外望，能看到远处几
座山连绵起伏，不禁让我感叹新大楼比旧
楼高多了！接着，爸爸通过人脸识别进入
办公室，一排排蓝白相间的办公桌井然有
序，上面放着一台台电脑、打印机以及一摞
摞文件卷宗。爸爸还带我去参观了他们先
进的办公大厅——视频监控中心，其中最
引人瞩目的就是占满一整面墙的大屏幕。
爸爸说，只要打开视频监控，各个地方的情
况就会一目了然，一旦有警情发生时，警方
就立马追踪定位，为破案赢得时间，更让那
些可恶的犯罪分子们无处可逃。

爸爸告诉我，办公场所无论新旧，他们
为人民服务的步伐都永不停歇！

夕阳西下，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爸爸
的“新家”，余晖铺洒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一
切都显得那么地欣欣向荣、朝气蓬勃！

你是子期，我是伯牙，你我相知相惜，情谊如高山
流水一般。我伤心难过时，你用微笑安慰治愈我；遇到
挫折时，你与我并肩面对共进退；高兴欢喜时，点点滴
滴都想与你分享……在这些回忆中，有一件事让我记
忆犹新、感动万分。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太阳火辣，没有一片云，没
有一丝风。强烈的阳光穿过树叶，在地上留下斑驳光
影；穿过窗户，在课桌上留下刺眼的光芒。我用手托着
下巴，百无聊赖，任由孤单的思绪占领心头。我的心情
不好，脾气暴躁，仿佛任何人和事都在嘲笑我，学习的
压力让我心情更加郁闷。

难得的午后休息时光，我却不知道怎么放松心情，
看着窗外发呆也不能使我愉快。我拉回思绪，看了一
眼课桌上的画本，就想画画放松一下，可课桌上晃眼的
阳光让我毫无头绪，于是我干脆趴在课桌上。

这时，门口露出一个小脑袋，带着一脸恶作剧的
表情看了我一眼，然后偷偷地从后门绕到我的身后，
准备吓我一跳。早已洞悉你的小趣味的我假意配合，
惊魂未定地拍着胸口说：“我画得好好的，你居然来
吓我！”你吐着舌头一脸委屈地说：“我看你才不像在
画画呢，像是在发呆。”边说边抽过我的画本和铅
笔，在画本上留下一个小人，说那小人就是发呆的
我。看着小人夸张的表情，我忍俊不禁，也拿起笔在
纸上画了另一个小人，两个小人一前一后，像极了现
在嬉笑打闹的我们。因为有你，我所有的不开心都一
扫而空，重新调整心态来面对接下来的学习。

你是我黑暗中的明灯，是我困顿时的指引，是我难
过时的开心果。我想说：“有你，真好！”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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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真美
陈泽宇（五年级）

蔡鲤欣（六年级）

有你，真好再见，
新涵街429号
罗雨柠（四年级）

一天早上，太阳公公笑眯眯地挂在天空中，一只小
白兔准备到地里种白菜。

小白兔先拿起一把锄头除草，然后松土，它累得上
气不接下气，也顾不上休息。到了晚上，月亮姐姐升上
来了，小白兔终于松完土，它左手提着篮子，右手播撒
白菜的种子，它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过了一段时间，白菜发芽了，勤劳的小白兔非常
开心，每天给它们浇水、施肥、捉虫，忙得像个陀螺转
个不停。

终于，白菜大丰收了，小白兔脸上高兴极了，它把
白菜一棵又一棵摘下来，放到推车上运回家。

这真是有耕耘就有收获。

小白兔种白菜
林紫涵（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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