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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秀屿区开展“静夜守护”，实地巡查
建筑工地、文化娱乐场所等夜间噪声易发点位，严格落实
午、夜间施工审批以及隔音减噪等规定，努力营造和谐健
康的环境。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已开展 21次夜间噪声专项劝导
巡查，出动执法人员372人次，巡查各类噪声点位90家次，
查处各类违法行为6家次、警告处罚2家次、现场训诫1家
次、责令关闭无证经营场所 2家次。下一步，该区将继续
加强监管执法，巩固提升整治成果，切实维护广大群众的
环境权益。 （林陈冰 刘金通 陈晓琳）

平坦整洁的园路步道、别具一格的凉亭桌椅、生机
勃勃的绿化景观……1月5日，在涵江区萩芦镇深固村水
保生态园，笔者看到，昔日凌乱的陡坡山地摇身变成了
口袋公园，吸引周边不少群众前来休息、锻炼。

“现在一迈出家门就是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大
家都很开心。”深固村党支部书记林美忠说，得益于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项目，这里的陡坡山地修建成水保生态
园，村民们的休闲生活更加丰富、惬意。

去年，该区投资 439.13万元，分别在新县镇实施湘
溪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庄边镇前埔村、萩芦
镇深固村实施水土保持生态村项目，共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583.87公顷。目前，3个项目均已完工。

除了水土流失治理，该区还把综合治理项目建设与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当地人文文化挖掘相结合，打造

“河畅、水清、岸绿”景观。通过采取生态护岸建设、

清淤清障、修建步行道、绿化美化沿途景观以及建设水
保公园等措施（如图），有效遏制新的水土流失，提高
水源涵养功能，提升生态环境，方便周边群众农耕农作
出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该区共投入 1200
多万元实施10多个项目，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640公
顷，做优生态、做美村庄、做强产业，不断擦亮涵江的
生态底色。

“通过推进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看得见青
山、望得见绿水、留得住乡愁的美景，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也不断提升。”该区水土保持服务中心主任林建兴
表示，从昔日零散的陡坡山地到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

“家门口公园”，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不断擦亮美丽乡村
生态底色，让涵江美丽乡村焕发生机。

朱秀花 许招鹏 文/图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林英 通讯员 朱丽华）为
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质量，近日，北岸经开区组织党员志
愿者开展“倡导垃圾分类治理农业污染”主题实践活动，为
广大村民普及垃圾分类和农业特殊垃圾处理知识。

当天，党员志愿者向村民派发垃圾分类宣传资料，详
细讲解生活垃圾的分类类别、投放方式以及有害垃圾的特
殊处理方法等，引导村民改变随意丢弃农药废弃包装的习
惯，树立保护土壤、水资源等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的意识。
随后，还深入田间地头拾捡垃圾，并将收集到的农药包装、
废弃物等垃圾分类整理，以便后期进行无害化处理。大家
以实际行动带头示范，提高村民保护环境的意识。

本报讯 近日，城厢生态环境局委托莆田学院编制《西
湖溪“一河一策一图”环境应急响应方案》，并组织区直相关
部门召开评审会暨桌面应急演练会议。

会上，编制单位就编制依据、编制目的、预案衔接进行
简要介绍。结合流域水系特点，重点从环境风险源调查、环
境敏感目标受体、应急响应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参会单位
提出建议。随后，各部门现场模拟应急处置桌面推演。

专家组认为，该方案基本符合编制技术指南要求，并从
响应方案的编制架构、组织体系、响应程序、处置对策等方
面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

下一步，城厢生态环境局将根据专家组和各部门提出
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通过编制方案，推进水环境安全为重
点，坚守水环境安全底线，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健全流域环
境应急预案体系，摸清流域沿线环境风险点底数，切实提升
西湖溪流域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与响应能力。

（陈丽君 陈松敏）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绿化质量，去年以来，秀屿区多
措并举抓细做实绿化管养工作，确保绿化养护精细化、环境提
升常态化等工作有序开展，巩固和保证绿化项目建设成果。

据悉，该区建立涵盖绿化带卫生保洁、绿化养管、景观
效果等完整的考评办法，以考评办法规范绿化品质，根据考
评结果兑现养护费，督促绿化养护承包商履职尽责，保障绿
化成果。坚持以查促改，实行每周一次日考评、每月一次月
考评制度，针对日常巡查和每月考评情况，召开工作分析例
会，进一步查摆问题、正视问题、理清思路、研究对策，推动
绿化管养工作有效落实。

同时，该区结合日常管养和各项考评工作，对城区重
要节点进行花化彩化提升约6000余平方米，提升绿化景观
效果。 （林清霞 刘金通）

本报讯 松材线虫病被称为松树的“癌症”，传染性极
强，破坏性极大。去年以来，城厢区自然资源局全力抓好松
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预防工作，确保生态资源安全。

为抓住秋冬季松材线虫病防控的最佳时间，该局加大
力度，组织作业队伍，加派人手，在全区范围内逐片、逐步开
展松枯死木集中清理，已基本完成高速公路华亭段、木兰大
道、市政府后山等敏感地段松枯死木第一轮清理。同时，通
过悬挂横幅、张贴通告、分发宣传单等方式，向群众宣传松
材线虫病的相关知识，提高群众对松材线虫病的认识。

据悉，去年以来，城厢区共清理松枯死木2.8万余株，并
通过松林改造工作，全区松材线虫病疫情面积下降
34%。 （黄兰红 陈琪）

抓好松材线虫病预防工作

去年以来，我市不断加大投入，以节能为切入点，实施路灯亮化工程，营造生态环保、舒适温馨的自
然氛围。图为近日，航拍下的城港大道夜景灯。 全媒体记者 杨怡玲 摄

擦亮生态底色
——涵江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加强噪声污染管控

宣传农业垃圾分类

健全流域环境应急预案体系

提升城市绿化质量

中国女排名将姚迪将于 11日晚前往意大利，加盟目
前在意甲联赛中排名第二的斯坎迪奇队。

“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到世界上最强的（排球）职
业联赛体验一把。”姚迪说。

在刚刚结束的2022-2023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中，
姚迪随天津女排成功卫冕。现在，她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在斯坎迪奇，姚迪将再次和昔日队友朱婷并肩作战。
姚迪说，“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11日晚，姚迪将启程前往意大利。她在展望这次远行
时说：“在最强的联赛，每周和全世界最好的球员比赛，希
望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完善自己。” 据新华社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林
英 文/图）为丰富老年人体育文化生
活，增强锻炼意识，近日，荔城区民政

局联合拱辰街道在濠浦社区举办长者趣味运动会，吸引20
多名老年人积极参与。

当天，趣味运动会根据老年人特点和爱好，共设置夹弹
珠接力赛、吹乒乓球、夺宝套圈、扔沙包等 4个项目，集娱
乐、趣味、健身为一体。现场，来自市阳光青少年事务服务
中心的社工引导老人们有序参赛，并为他们加油呐喊。只
见老人们神采奕奕，在各自擅长的运动项目中大展身手，享
受趣味运动带来的欢乐（如图）。

通过本次活动，向老年人传递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同
时也为他们搭建了一个相互沟通的平台，增进邻里感情。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陈沛达）日前，市体育局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市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市政协八届二
次会议精神和 2023年市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
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要求，全市体育系统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两会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为答好谱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的莆田答卷贡献体育
力量。

据悉，今年，市体育系统将持续强化政治意识，在深学
细照笃行中谋新篇，通过工作例会、集中学习、专题研讨等
方式，把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两会
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上来，汇聚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的强大合力；持续强化知行合一，在履职尽责提升
质效中开新局，分解细化代表、委员关于体育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层层抓好落实，保质保量完成人大议案和政协提
案的办理工作，对照群众期盼需求、对标先进，大力推进争

先创优行动，拿出更多具有莆田体育辨识度的改革成果，
持续推动莆田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强化自身建设，
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启新程，持续打造“党建引领 体
育惠民”党建品牌，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体育健
身问题，扎实做好春节前后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各项工
作，提前谋划安排，把完成今年一季度各项目标任务作为
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抓好各项重点工作，以实际行
动贯彻落实市两会精神。

在 12日进行的 2023年澳网资格赛决胜轮中，中国 17
岁小将商竣程以6:3和6:4击败匈牙利选手皮洛斯，成功从
资格赛突围，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正赛。

至此，商竣程将携手张之臻、吴易昺参加澳网男单正
赛，这是历史上首次有三名中国大陆男单选手参加网球大
满贯正赛。中国大陆的7位女将也将在女单正赛中露面。

商竣程首盘比赛率先以 6:3拿下，第二盘一度局数以
5:1领先，并获得赛点，不过他此时发球和回球质量有所下
滑，不但错失赛点还连丢 3局。经过局歇后，商竣程这次
在发球胜赛局经受住了考验，以6:4取得比赛胜利。

“今天的比赛是三场资格赛中发挥最好的一场，进攻
打得很好，面对困难时心态调节做得不错。（澳网正赛）第
一次要打五盘三胜的比赛，没有给自己设定目标，抱着学
习的态度去面对。”商竣程赛后说。

2023年澳网比赛将于1月16日至29日在澳大利亚墨
尔本举行。 据新华社

2022-2023赛季美职篮常规赛 11日进行了 8场争
夺。焦点战中，波士顿凯尔特人依靠塔图姆和布朗的
联手发挥以125:114战胜新奥尔良鹈鹕，收获四连胜。

孟菲斯灰熊在莫兰特的带领下以135:129力克圣安
东尼奥马刺，豪取八连胜。

当日其他比赛，纽约尼克斯 119:113战胜印第安纳
步行者，密尔沃基雄鹿114:105击败亚特兰大老鹰，华盛
顿奇才 100:97险胜芝加哥公牛，底特律活塞 135:118轻
取明尼苏达森林狼，休斯敦火箭 115:135不敌萨克拉门
托国王，菲尼克斯太阳97:126负于丹佛掘金。据新华社

“双探花”发威凯尔特人胜鹈鹕
莫 兰 特 复 出 灰 熊 克 马 刺

女排名将姚迪将加盟
意大利斯坎迪奇队

趣味运动增进邻里感情

市体育局组织学习贯彻市两会精神

凝心聚力开创新局

中国 17 岁小将商竣程
首次晋级网球大满贯正赛

冬季萧瑟，人们容易情绪低落、兴致不高，近段时间疫
情产生较大变化，更容易加剧人们产生焦虑、恐慌等心理问
题，影响心理健康。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陈
雪峰在《应对疫情，做好自我心理调适》的直播中谈到，疫情
会带来恐惧、焦虑、愤怒、抑郁等情绪问题，以及注意力不集
中、记忆力下降等认知问题，严重的还可能会表现在行为上
产生手机依赖、物质滥用及失眠、身体疼痛等。

面对不同的情绪问题，有不同的运动方法。据四川省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专业人士介绍，轻运动中，瑜伽能够促进
人体放松的神经系统加速运转，可以改善焦虑情况；练习普
拉提可以增强身体意识，使人得到更好的睡眠；想要增加能
量更有活力可以试试骑自行车，可以提升人体能量水平，使
人感觉精力充沛；太极也是一项很好的舒缓运动，可以帮助
减轻压力，同时太极运动配合有节奏的呼吸调节，能使心情
平静下来，改善身体平衡、力量和灵活性，集中身心释放压
力。在中等强度运动中，跑步能使大脑分泌更多内啡肽，能
够减轻心理压力，给人带来快感；广场舞等节律运动能改善
运动者的心肺功能，克服因神经衰弱引起的注意力不集中
问题，从而缓解抑郁。同时，增加哑铃练习等力量练习可以
让思维更清晰。 据中国体育报

适度运动缓解心理焦虑

NBA

为更好地满足群众健身需求，涵江区将人民公园改建为智慧体育公园，新建标准足球场、篮球场、室外智
能健身路径、室外棋盘桌等设施，并对原有的体育场地和健身步道进行改造升级，植入体育文化元素，成为广
大居民体育锻炼和文化休闲的打卡地。图为市民在公园里锻炼。 全媒体记者 林英 摄

趣运动Q uyund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