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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7日上午，池园镇在井后村广场举办
庆祝重阳节暨第 11 届老年人阳光体育健身展示活
动。展演节目有大合唱、健身操、舞蹈等，活动现场吸
引了很多百姓前来观看。 （池园镇）

池园镇

中华礼乐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时期福建省闽
清县陈祥道所著《礼书》，陈旸所著《乐书》，是我国
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礼乐文化文献之一，具有很
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同时
也是我国古代南方礼乐文化的两座高峰。其中《乐
书》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音乐词典》还早
600多年，是世界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然而，鲜有
人知的是，陈祥道和陈旸兄弟均出生于闽清县宣政
里漈上，也就是现在的云龙乡际上村。陈旸还在民
间被尊称为“乐圣”，2018 年正是陈旸诞辰 950 周
年。

10月10日晚，闽剧《梅溪陈旸曲》在闽清县剧
院首演。用闽剧的形式表现礼乐文化，是闽清县打
造礼乐文化名片“八个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

该剧通过演绎陈旸出仕为官期间广为流传的
“贤良辩宝”“盐铁利”等传奇故事，展现其在《乐书》
创作过程中的艰辛以及独特的人格魅力。全剧情
理并重，展示一代鸿儒陈旸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大无
畏精神，引得现场观众连连叫好。

《梅溪陈旸曲》编剧、国家一级编剧周祥光认
为，有史以来，中华礼乐文化在安邦定国的过程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陈祥道、陈旸两兄弟胸怀天
下才能创作出《礼书》《乐书》这么重要的文献。

如何将被民间尊称为“乐圣”的陈旸真实地还
原于舞台，并赋予感情？周祥光说，这是他思考最
多的问题。“在弘扬礼乐文化过程中，打造去概念

化、有感情、好看的闽剧，才会走得远。”
该剧艺术指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剧项

目传承人林瑛说，陈旸是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闽剧
能有这样的题材实属不易，希望能联合更多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闽剧项目传承人，将闽剧的特色与历史
人物相结合，打造出观众爱看、爱听并可持续演出
的闽剧。

据了解，闽清县委、县政府决定，借陈旸诞辰
95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有利契机，于2018年
10月下旬在福州和闽清举办“礼乐文化周暨纪念陈
旸诞辰950周年”系列活动，大力弘扬以陈祥道、陈
旸为代表的中华礼乐文化，大力宣传推介有福之州
和美丽闽清，打响“礼乐文化”品牌，把闽清打造成
中华礼乐文化之都和中国南方礼乐文化基地，进而
提升福州和闽清美誉度。

据介绍，活动期间，闽清县将举办礼乐文化论
坛、精品书画展会、歌舞晚会及相关旅游和工农业
产品推介展销等，为广大群众带来一场文化盛宴。

闽清县将于10月25日在福州举办“论道梅溪，
礼乐天下——纪念陈旸诞辰950 周年之礼乐文化
论坛”。论坛以传承和弘扬闽清礼乐文化为主旨，
将邀请文化名家探讨“二陈”礼乐文化之于福州与
闽清、之于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从而进一步打造闽清“中华礼乐文化之都”名片。

在传统文化领域中，礼乐与笔墨并重。10 月
26日，闽清将在陈旸、陈祥道纪念馆举行“梅川礼
乐，翰墨流香——纪念陈旸诞辰950周年之精品书
画笔会和展览”。届时，将邀请全国知名书法家和

美术家以礼乐文化为主题现场创作，通过书画作品
树立与弘扬闽清的礼乐文化形象。

作为礼乐文化周的重要活动，闽清县还将打造
一台歌舞晚会《梅邑礼乐／光耀中华》，以及一场闽
剧《梅溪陈旸曲》，将礼乐文化搬上舞台。除此之
外，闽清还将举办创意主题灯展，向广大群众献上
一场视觉盛宴。

近年来，闽清县倾力打造和推广礼乐文化，以
现有陈祥道、陈旸纪念馆为中心，以梅城、云龙、白
樟、白中4个乡镇“二陈”古迹为基础，大力实施礼
乐文化“八个一”工程：即建成“一个展览馆”、编写

“一本闽剧剧本”、编写“一套礼乐通俗教材”、举办
“一个礼乐文化传承班”、筹建“一个先贤馆”、打造
“一条礼乐文化精品旅游线路”、排演“一台礼乐歌
舞表演”、制作“一系列礼乐文化文创产品”，从多个
方面打造和提升礼乐文化，系统宣传和弘扬礼乐文
化。

闽清县委常委张薇表示，希望通过礼乐文化
“八个一”工程和礼乐文化周的一系列活动，对外展
示闽清累积千年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底蕴，把以陈祥
道、陈旸为代表的礼乐文化弘扬好、宣传好，让闽清
两位古代先贤创立的礼乐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打响“礼乐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自信，从而提高
闽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带动闽清旅游业和工农业
发展，为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
新闽清添砖加瓦。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旅游频道）

打响闽清礼乐文化品牌 打造中华礼乐文化之都
——我县将举办礼乐文化周暨纪念陈旸950周年系列活动

本报讯 10月17日上午，县委党校党
员志愿者一行到梅城桂园社区参加重阳
节敬老志愿服务活动。

当日，志愿者们早早地来到桂园社
区，亲手将长寿面、营养麦片等送到社区
高龄老人手中，并送上真挚的祝福，希望
老人们能健康长寿，老人们脸上洋溢着的
笑容是对志愿者们的服务活动最好的回
馈。 （县委党校）

县委党校

本报讯 10 月 15 日、16 日，县司法
局开展了走访慰问退休老干部志愿服
务活动。

志愿服务队在党组副书记蒋孝新、
副局长许丽琼等的带领下，走访慰问退
休老干部，向他们送去局党组的关怀与

温暖以及精心准备的慰问品。每到一
处，局领导都详细询问老干部们的生活
情况和健康状况，并感谢他们为我县司
法行政作出的贡献，同时认真听取他们
的意见建议，做好记录。 （司法局）

县司法局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各级各部门开展重阳节敬老系列活动

本报讯 10月15日上午，县残联组
织人员前往坂东镇限头、车墘等村，走
访慰问残疾人建档立卡户，向困难残疾
人送去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和节日慰
问。

在刘云、黄惠兰等残疾人贫困户家
中，县、镇残联一行亲切地与残疾朋友
拉家常，仔细询问他们今年的收入情
况，深入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现状，并
送上慰问金。走访中，县残联领导希望

镇、村干部，共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将
扶助残疾人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切实帮助解决残疾人贫困户的困难，让
贫困残疾人能够持续享受到优惠政策
给他们带来的实惠。

在挂钩村李坂村走访慰问中，县残
联领导还与新当选村干部座谈，详细讲
解了残疾人工作相关政策、措施等。

（聂淑芳）

县残联走访慰问困难残疾人

本报讯 近日，上莲卫生院党员干
部一行组织开展“入户走访暖人心”志
愿活动，对上莲乡精准扶贫户郑雪莲等
进行了入户走访。

走访中，上莲乡卫生院党员干部与
贫困户面对面、心连心交流，测血压、测
血糖，发放相关疾病宣传资料，普及疾
病预防知识，再次宣传扶贫医疗政策，
核查扶贫对象医疗报销和受益情况，推

动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疗卫生精准
扶贫的实惠。

此次活动通过基础检查帮助救助
对象更早地发现潜在疾病，以便及时采
取干预措施，从而减少农村“小病拖，大
病扛”的现象，做到让救助对象“少生
病，少花钱”，“决不让一个贫困户再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 （上莲卫生院）

上莲卫生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10 月 17 日，塔庄
镇妇联、团委同党员志愿者、平
安志愿者、溪莲小学师生在溪
东敬老院举办“敬老传统，代代
相传”重阳节系列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与老人闲
聊，帮老人剪指甲，给老人送上
康乃馨和礼物，祝他们重阳节
快乐。除了敬老活动，志愿者

还向老人介绍了什么是邪
教、邪教的种类和特征、邪教
的危害和如何抵制邪教等知

识，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告诫
大家生病时一定要及时就医，
不要听信歪理邪说，更不要被
邪教蒙蔽，以提高老年人自我
防范意识。另外，镇里还组织
了慰问困难对象活动，为他们
送去节日的温暖。

（塔庄镇）

塔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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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10/29

10.30（10.18改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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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19:30

7:00-17:00

7:00-17:00

7:00-17:00

7:00-17:00

7:00-17:00

7:00-17:00

5:30-20:00

停电原因

配改

配改

市政

配改

市政

配改

配改

输电线路跨越

停电范围

中建科技、万腾电瓷附件有限公司、经纬护栏（临）、
后垅 2#、后垅 3#、双棱竹业、后垅 1#、后垅 8#、后
垅家具厂、郑宅隔（临）

前坪1#

下坂4#、下坂2#、下坂1#、下坂3#

前坂1#、前坂2#、前坂5#、黄石1#、黄石2#、黄石
3#、黄石4#、黄石5#、黄石6#、黄石耐火厂、刘建国
厂、托拉机站

栈道3#路灯变、梅圆房地产、里洋

玉壶金属制品厂、乾上4#、乾上2#、乾上砖厂、车乾
4#、乾上5#、乾上6#、三友针纺织品、自来水厂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专用变

本报讯 10 月 18 日上午，
闽清法院对一金融借款纠纷案
件抵押房产进行强制腾空。闽
清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程文
霖，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王兆
俊带领17名干警前往白中镇黄
石村进行强制腾房，白中镇政府、黄
石村委会派员到场协助执行。

据了解，早在2010年11月12日，
林某夫妇向闽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贷款58.5万元，同时用其父母的房
产等作为抵押向信用社贷款，借期一
年，但林某借款后仅支付利息至2011
年2月，此后未还款。信用社在多次
催讨无果后，于2017年8月向法院提
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林某夫
妇向信用社偿还借款本金 58.5 万元

及相应的利息及罚息（在判决时，利
息罚息约为 90 万余元），同时，信用
社对抵押的房产拍卖所得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如果林某夫妇无法履行
还款义务，信用社可以申请法院拍卖
房产，从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2018 年 3 月，案件进入执行程
序，被执行人希望可与申请人协商减
免部分利息，承办法官召集双方当事
人进行协商。2018年4月，信用社与
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给予被执行
人三个月期限还清借款本金及相应

的利息、罚息共 128.5 万元。后被执
行人再次违约，信用社多方联系依然
未果。截止到今日，涉案债务本金及
利息、罚息达170万余元。

腾房时，被执行人主动配合，已
搬离大部分物资，执行干警现场清点
剩余物资，查封该处房产。腾房后，
双方再次协商，给予林某 20 天的时
间筹集款项还清170万元的债务。若
未还清款项，法院将依法启动评估拍
卖程序，将该处房产挂网拍卖，甚至
将对林某采取更为严厉的执行措施。

从 58.5 万元至 128.5 万
元再到 170 万元，被执行人
一次次的违约、一次次的拖
延、一次次的耍赖，将自己的
债务越拖越大，不仅赔上了
自己的信誉，还搭上了父母

的祖屋。通过此次腾房行动告诫失
信被执行人，要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莫存有侥幸心理躲
避执行，一次次的拖延不守信用只会
让自己得不偿失，债务越背越重。

（郑雯婷）

欠款久拖不还 法院强制腾房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弘扬中
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
美德，重阳佳节，我县各级妇联
纷纷开展“ 重阳节送关爱”志
愿服务活动。

10月17日上午，县妇联主
席钱秀美带领志愿者前往云龙
乡际上村，慰问精准扶贫户黄
孝彬、陈廷火两位老人，为他们
送去长寿面和慰问金。梅城镇
妇联组织各社区妇联开展以

“尊老敬老 爱老助老”为主题,
以走访慰问、微心愿认领、座谈
会、观看联谊表演、健康服务等

形式为主要内容的重阳节党员
志愿服务周活动。下祝乡妇联
在重阳节开展慰问活动，探望
高龄老人、特困人员、百岁老
人，为他们送去八宝粥、牛奶等
节日慰问品，把党和政府的关
心关怀带到他们身边。梅溪镇
渡口村妇联举办第三届“我们
的节日·重阳节”活动。现场给
老人们发放节日礼物，给困难
老人发放生活用品，为老人进
行健康义诊，还有抽奖活动，看
望慰问了老弱病残的老人，活
动丰富多彩，让老年人们过上
一个幸福快乐而有意义的重阳
节！ （县妇联）

各级妇联

本报讯 10月10日上午，闽清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谢必洪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和被告人黄世涵寻衅滋事两起
案件。这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闽清法院首次公开审理涉恶案件。

闽清检察院指控以上两起案件均涉嫌恶
势力团伙犯罪。经开庭审理，被告人谢
必洪、黄世涵均表示自愿认罪，闽清法院
将在近期对以上两起案件进行依法判
决。 （闽清县委政法委、闽清法院）

县法院首次开审“扫黑除恶”涉恶案件

本报讯 10月12日，福州市总工会、
福州市劳模协会、闽清县总工会在雄江
镇开展农业专家劳模下乡送技术活动，
邀请全国劳模、教授级高级农艺师、原福
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技术员陈雪金，为
我县各乡镇脐橙、雪柑农业合作社成员、
专业户、农民种植户等50余人，传授脐橙
种植技术及病虫害防治方法等知识。

活动包含知识讲座和现场传授两项
内容。上午，在雄江镇人民政府会议室
举办知识讲座，陈雪金向种植户讲解“脐
橙52”主要特性与栽培技术要点，详细介
绍了结果母枝类型、比率，结果母枝不同
长度、粗度着果性能，花序类型、比率、着

果性能，落花落果动态等主要特性，以及
适地栽培、种植密度、种植时期、科学肥
水管理、整形修剪、病虫防治等栽培技
术。下午，在雄江镇梅洋村天绿农场脐
橙种植基地，陈雪金在田间地头向种植
户现场传授、示范栽培及日常管理要
领。活动中，陈雪金还积极解答种植户
在种植脐橙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在
教学和交流的过程中，让种植户掌握脐
橙种植的实用技术。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崔华，市
劳模协会会长林秀强，县总工会，雄江镇
等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了活动。

（县总工会办公室）

劳模送技下乡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
政府“百日冲刺”行动，加快推进实验小
学人行天桥项目建设，10 月 18 日上午，
县住建局派技术人员前往人行天桥钢桥
梁制作企业查看钢桥梁制作情况，督促

制作企业抓紧制作，早日完成出厂钢桥
梁预拼装工作，确保按时、保质进场吊
装，预计11月底完成实验小学人行天桥
建设。 （县住建局）

实验小学人行天桥建设再提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
例》第25条、《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办法》第23条规定、《福建省人
民政府关于闽清县2018年度第七批次农用
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案的批复》（闽政地

〔2018〕879 号）和本县制定的具体标准（梅
政综〔2017〕42号）文件，现将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类面积
1、征 收 闽 清 县 梅 溪 镇 梅 埔 村 水 田

0.1877公顷、园地2.8284公顷、林地14.7315
公顷、其他农用地 0.384 公顷、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 0.0109 公顷、水利设施用地 0.0197
公顷、未利用土地0.5647公顷。

以上合计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18.7269
公顷。

二、土地补偿标准及费用
我县征收土地实行区片综合地价，区

片综合地价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
费，不包括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耕地
每公顷 53.625 万元（折合每亩 3.575 万元，

系数1.0），园地和经济林地每公顷32.175万
元（折合每亩2.145万元，系数0.6），其他农
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每公顷 12.87 万
元（每亩0.858万元，系数0.24）。

耕地上的青苗补偿费每公顷1.95万元
(折合每亩0.13万元）。

梅溪镇梅埔村土地部分补偿费用总计
叁 佰 伍 拾 伍 万 肆 仟 柒 佰 陆 拾 捌 元 整
（3554768元）

三、地上附着物、构筑物、建筑物按实
清点，根据闽清县现行标准予以补偿。

四、根据《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转
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切
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
>的通知》（闽劳社文[2007]689号）、《闽清县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闽清县被征地农民养老
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梅政综[2010]80号）
和《闽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

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梅
政综[2011]149号）文件规定，耕地每亩预留
3万元，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

五、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
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
不同意见，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以被征地的村委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向闽清县国
土资源局提出。

六、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闽清县人
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
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
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0月19日

闽清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2018年度第七批次城市建设用地）

本报讯 10月17日，是我国第5个
扶贫日，又恰逢重阳佳节，县民政局多
措并举，开展了丰富的脱贫攻坚、爱老
敬老志愿服务。

一是开展重阳节游览新城、走访慰
问活动。县民政局、中国人寿保险闽清
支公司志愿服务队开展了脱贫攻坚志
愿同行活动，陪伴福利院、光荣院院民
走出县社会福利中心，前往闽清县江滨
生态公园游览观光，让老人们感受改革
开放40周年以来梅城提振精气神的新
城新貌。志愿者还向老人们送上了时
令水果等节日慰问品。同时，志愿服务

队还会同县文明办、福建 7997 公益志
愿服务队深入革命老区村走访慰问了
全县 17 名革命“五老”人员，送上了米
面粮油等慰问品。二是开展困难群众
集中巡访活动。县民政局牵头组织全
县各乡镇开展了困难群众重点巡访活
动，结合“家”字工作法，对辖区内困难
家庭进行了重点巡访。活动共巡访了
66户困难群众，根据巡访对象的实际情
况、不同需求，按照社会救助动态管理
机制，精准制定救助方案并付诸实施，
确保帮扶到位、扶有成效。（县民政局）

县民政局开展重阳节脱贫攻坚志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