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停电日期
7/22

2019.7.22至2019.8.23
7/25

2019.7.26至2019.8.27
2019.7.26至2019.9.27

7/22

7/23

7-23（7-2改期）
7-24（7-3改期）

7/24

7/25

7/25
7/25
7/26
7/26
7/26

计划停电时间
07:00-18:00
6:00-22:00
07:00-18:00
07:00-18:00
6:00-22:00

6:00-16:00

6:00-19:00

6:00-19:00

6:00-22:00
6:00-20:30

6:00-16:00

6:00-16:00

6:00-16:00
6:00-14:00
6:00-16:00
6:00-16:00
6:00-16:00

停电原因
变电施工
变电施工
变电施工
变电施工
变电施工

配改

配改

配改

配改

预试

变电施工
变电施工

配改
配改
消缺
消缺
配改
配改
业扩
业扩
配改
配改
配改

停电范围
无
无
无
无
无
福建和冠机械制鞋有限公司、新丰厂、三得利陶瓷、宏升公司、高林强厂、闽清辉煌包装厂、三得利陶瓷二厂、攸太
村委会路灯变、双棱竹业、田中8#、鑫源养殖场（专）、闽清梅城长城电瓷纸箱厂、精磊矿业公司、福州拓优陶瓷技
术有限公司、福州市润欣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和冠机械制鞋有限公司、新丰厂、三得利陶瓷、宏升公司、高林强厂、闽清辉煌包装厂、三得利陶瓷二厂、攸太
村委会路灯变、双棱竹业、田中8#、鑫源养殖场（专）、闽清梅城长城电瓷纸箱厂
牛头乾、千禧碳化硅、长垅、百佳冻品厂、牛头乾2#、榕院1#、榕院2#、榕院3#、榕院4#、钟石1#、钟石3#、钟石2#、
钟石4#、机砖三厂、大鑫房地产
榕院2#
牛头乾、千禧碳化硅、长垅、百佳冻品厂、牛头乾2#、榕院2#、榕院1#、榕院3#、榕院4#、钟石1#、钟石3#、钟石2#、
钟石4#、机砖三厂、大鑫房地产
梅铁线（需提前通知南昌铁调切换电源）
邮电局、电信局、中国移动、铁路电务段

闽清城投公司路灯变、官庄2#、中建海峡官庄村庄中桥K7（临）、台埔1#、台埔机砖厂、云龙机砖厂、台埔2#、云中
3#、云中隧道进口K5（临）、云中隧道搅拌场（临）、云中2#、云中1#、信盈水泥制品厂、际下1#、际下2#、际下3#、
际下4#、际下5#、际上机砖厂、际上电站、际上塑料厂、际上1#、际上2#、际上3#、柿兜变、际竹电站、竹柄变

云中2#
新光1#、宝湖3#、大明谷温泉旅游公司、四宝3#、汤兜养路班、汤兜1#、汤兜路灯
新光1#、宝湖3#
茶籽岭、看守所、连接口、茶籽岭1#箱变、茶籽岭2#箱变、金茂花园
梅溪公建临时变、万锦房地产（临）、华建、狮公坪、百园食品、横五路2#路灯
马洋
顶坑2#、福斗1#、福斗2#、福斗3#、福斗4#、福斗6#、福兴厂、天宇土干厂、豪宏专变、福斗电站、丽山5#、丽山6#
前埔晓烨石子场、洪安1#、洪安3#、洪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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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健之窗卫健之窗

(2019年7月22日-7月28日）
1、预防艾滋病，最有效的手段有哪些？
一是坚持洁身自爱，不卖淫、嫖娼，性生活中使用安全套，避免高危

性行为(特别是同性性行为)；
二是严禁吸毒，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
三是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四是不借用或共用牙刷、剃须刀、刮脸刀等个人用品；
五是避免直接与艾滋病患者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等体液

接触。
2、有什么办法判断身体是否感染上艾滋病病毒（HIV）？
尽早检测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闽清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有艾滋病咨询门诊，为自愿接受艾滋病

咨询检测的人员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艾滋病咨询门诊可以接受
匿名检测，检测结果严格保密。门诊地址：闽清县南山路329号，咨询电
话62301005。

3、万一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HIV）怎么办？
艾滋病虽无法治愈，但及时检测和尽早治疗，能够提高生命质量、降

低死亡率、促进免疫功能的重建、减少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大大降低传染
的可能性。治疗越晚，免疫功能受损越严重，恢复的可能性越小。

还有，一定要记住！黄金72小时！越早采取暴露后预防补救措施 ，
越能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就是，一旦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血液、母婴等危险暴露行为时，要在
72小时之内尽可能快的到疾控中心找防艾专家免费咨询检测。

4、感染上艾滋病后，怎样申请艾滋病抗病毒治疗？
若被确诊感染艾滋病，需前往疾控中心提交相应材料申请艾滋病抗

病毒治疗，经转介绍后到定点医院免费领取抗病毒治疗药物。
5、发现感染上艾滋病病毒（HIV）后，应如何保护家人？
感染者应及时将感染情况告知其性伴侣，其性伴侣应及时到闽清县

疾控中心接受免费检测咨询检测，保护好家人。
闽清县卫健局
县计生协会

闽清县疾控中心

防治艾滋病，幸福你我他

古人云“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从
善如登,从恶如崩”，扶危救困，乐善好
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向善、
为善、扬善是人类最美丽、最动人的品
质之一。拥有健康和快乐是我们每个
人的梦想。当我们和朋友高歌、放声
欢笑的时候，当我们和家人团聚、共享
天伦的时候，当我们努力工作、畅想人
生理想的时候，您可知道，就在我们身
边，有着这样一个正遭受着病魔和命
运折磨的小朋友，她拼命地用微薄的
力量与死亡和命运抗争，虽然拥有同
样的天空，但无法享受同样的灿烂阳
光，她就是宝峰村的黄园园。

黄园园，女，2011 年 7 月出生，患
有天生心脏隔膜缺失病。父亲黄剑，
33 岁，在闽清县理发店打工，月收入
2000-3000元。母亲，三明人，在女儿8
个月左右回三明，后再无联系。目前
该小孩在家未上学，由爷爷奶奶带，爷
爷奶奶在家务农，已花费医疗费近10
万元，如要进行手术治疗需近百万元，
穷困潦倒的家庭再也承受不起今后高
额的治疗费用……

朋友们，其实我们只需少喝几瓶
饮料，少买一件新衣服，将零花钱节省
下来，捐助给需要帮助的她，以解燃眉
之急，就能让她和我们一起正常的成
长和学习。即使是1分、1角、1元……
也能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您的一份爱
心，一份关怀，足以点燃一个孩子的希
望!在此，金沙镇妇联、关工委、工会特
发出倡议：伸出您温暖的双手，献出您
的爱心，帮助热切希望得到援助的困
难儿童黄园园。您的点滴付出也许能
使她暗淡的生活重新迸发出灿烂的光
辉，让希望的光芒照亮她的前程。

请捐款人直接将款项交至江秀风
处。

户名：江秀风
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闽清

金沙支行
账号：6217993900011880899

金沙镇妇联
金沙镇关工委
金沙镇工会

2019年7月5日

爱心捐款倡议书

本报讯 7月3—8日，县卫生监督
管理所组织执法人员对全县游泳场所
进行拉网式专项卫生监督检查，重点检
查卫生许可证是否亮证经营、登记信誉
是否公示、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及卫生制
度、消毒设施等卫生管理执行情况，并

进行随机采样抽检。此次共检查11家
游泳场所，对存在制度不完善、消毒设
施不到位、无强制通过浸脚池等问题的
6家游泳场所，责令其限期整改。

（县卫生监督所）

监督检查游泳场所环境卫生

本报讯 7 月 8 日，县交通局组织
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县养护所
工作人员联合东桥镇城管大队等部门
到123县道沿线村居开展道路沿线“六
清”工作宣传、整治活动。联合组工作
人员一行对 123 县道沿线的农作物临

栽、临搭情况进行了摸排，并对沿线安
仁溪村等东桥镇村居群众进行道路沿
线路域环境整治政策讲解，帮助群众
对部分农作物临搭进行拆除。

（县交通运输局）

县交通运输局开展道路沿线“六清”活动

本报讯 梅溪新城至省璜“大通道”由横五线、
联一线、1505线、1504线（塔庄段）、1504线（省璜段）5
条道路组成，总投资达 13.73 亿元（建安费 9.97 亿
元），全长35.19公里，其中一级公路9.42公里，二级
公路25.77公里，包含3个隧道（礼乐时光隧道、鹫峰
岭隧道、云中隧道）、11座桥梁（西洋中桥、三际坂大
桥、官庄分离式桥、官庄中桥、都隔大桥、坪街中桥、
下庄中桥、溪东中桥、洪安中桥、旗峰天桥、坑头中
桥），计划今年全线贯通，待通过隧道专项验收、安全
验收和交工验收后开放通行。

“大通道”起点位于横五线梅溪镇渡口村，设平
面交叉顺接316国道，路线由东往西，经梅溪新城下
穿福银高速梅溪互通后，穿礼乐时光隧道（1.92 公
里）至云龙乡，通过上跨福银高速公路的三际坂大桥
后，路线沿云龙乡南面布设，在云龙乡台鼎村与联一

线终点设平面交叉，联一线建云中隧道至云龙乡云
中村，穿3.7公里鹫峰岭特长隧道至坂东镇楼下村，
利用坂东工业区规划走廊布线，设平面交叉顺接省
道202并与1505线终点相接，1505线经坂东镇楼下
村、旗峰村、乾上村、洪安村至塔庄镇茶口村、上汾
村、溪东村后与1504线（塔庄段）终点相接，1504线
（塔庄段）途经塔庄镇莲宅村、下庄村、坪街村、七叠
平交、七都隔大桥，1504线（省璜段）途径省璜镇下坂
村、山边村、九都、东洋，终于省璜镇镇口。

道路通则百业兴，梅溪新城至省璜“大通道”工
程建设得到闽清县四套班子领导的关心及大力支
持，县委许用贵书记多次深入工地调研，多次召开大
交通建设推进会，明确“大通道”建设的目标要求，推
动项目进展；陈忠霖县长深入工地一线，现场协调解
决征地拆迁和项目推进问题；县人大常委会刘久兴

主任、县政协毛行青主席带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对“大通道”建设项目开展联合视察，为推动工
程建设保驾护航；邱吉忠副县长带领县交通局、交建
公司，采用一线办公的方式，扎根项目施工现场，一
线解决项目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全力推动项目进展。

梅溪新城至省璜“大通道”建成后，将极大的缩
短梅溪新城至云龙、坂东、塔庄、省璜及周边乡镇的
时空差，方便群众出行，尤其是从新城到省璜镇由原
先的70分钟缩短至30分钟，真正的让沿线群众融入
到新城半小时生活圈。同时将有利于拓展城乡发展
空间，促进梅溪新城、中建产业园和白金工业园区的
融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提升”，为闽清经
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

（张永豪 刘玲艳）

梅溪新城至省璜镇大通道今年将全线通车
日前，正进行隧道专项验收、安全验收和交工验收

本报讯 我县一男子伪造购房合
同、协议书等材料，冒充房主卖房，诈
骗三名被害人购房款共计18万余元。
近日，县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
人朱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10000元。

购买房屋打算装修
发现产权不属卖家

去年10月份，开店的黄某经友人
介绍得知被告人朱某正急售一套小产
权房，在看了被告人朱某出具的转让
协议书并约定看房后黄某当天决定购
买，于是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产权转
让协议》，经过协商后，被告人朱某以
17万元的价格把该套房出售给黄某，
黄某前后共支付7万元购房款。期间，
黄某听说被告人朱某还有一间套房要
出售，于是黄某又介绍自己的朋友林

某与被告人朱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
议，林某预先支付给被告人朱某2万元
购房款。交付钥匙一个月后，黄某与
其丈夫前往看房打算装修，却被房屋
管理员告知其购买的套房不是被告人
朱某的，黄某顿觉上当受骗，后了解到
上述转让协议书系被告人朱某伪造，
朱某并不是该二套房屋的房主。

伪造合同瞒天过海
买家轻信掉入陷阱

“朱某给我看了他和朱某某签订
的《房屋买卖合同》和转让协议书原
件，我当时没有去核对真假，就相信

了。”又一名受害人张某后悔地说。
原来，被告人朱某偷偷“卖掉”的

两间套房是朱某的哥哥朱某某的。在
张某找到了被告人朱某询问买房事宜
之际，被告人朱某不仅隐瞒房屋已经

“卖掉”的事实，并且为了让张某相信
该套房已经被朱某某转让给了自己，
遂伪造委托书、《房屋买卖合同》等材
料来打消张某的顾虑。最终，张某支
付被告人朱某购房款10万元。待张某
发现被告人朱某的骗局后，被告人朱
某微信返还给张某1800元。

谎言破灭身陷囹圄

赃款需返还被害人
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朱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
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
段，伪造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产权转让
协议等材料，骗取对方当事人购房款
共计1882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成立。被告人朱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并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
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决被
告人朱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继
续追缴被告人朱某的违法所得188200
元,分别返还给被害人黄某 70000 元、
林某20000元、张某98200元。

（张婷婷）

伪造合同诈骗购房款 男子获刑两年六个月

本报讯 7 月 11 日是世界人口
日，县计生协会、县卫健局联合在乃裳
广场举办“关注健康，共创幸福生活”
为主题的宣传义诊活动，以提高家庭
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在活动现场，医护志愿者以及福
建医科大学实践队学生志愿者耐心给
过往群众进行刮痧、艾条灸、拔罐等中
医诊疗，为老人测量血压、测量血糖，
发放《健康中国》、《中国公民健康素

养》等卫生健康科普宣传材料,给群众
普及关于公共卫生健康等方面知识，
帮助群众答疑解惑。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接待咨询就
诊群众约300余人次，发放宣传材料约
5000余份。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
欢迎与好评，提高了居民对健康的认
识，将健康知识传递给每一个人。

（实习记者 李海英/文 刘建新/摄）

县计生协会卫健局联合开展义诊活动县计生协会卫健局联合开展义诊活动

2014 年，出于“提升自我，帮助别
人”的初心，我自学心理咨询知识，并
通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考试，成了
一名业余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17
年我到闽清县云龙司法所担任所长，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是撸
起袖子开始实践的时候了，在社区矫
正工作中，运用心理咨询的一些知识
技能，如为日常监管工作加上一双有
力的翅膀，二者相得益彰。

尊重、热情、真诚、共情、积极关注
是心理咨询师与谈话对象建立良好咨
询关系的基本要求。我把心理咨询的
基本技能运用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
育矫正中去，可以很好地为服刑人员
思想上解忧、心理上减压，充分体现

“以人为本、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理
念，更好地实现社区矫正的目标。

社区服刑人员刘某，刚入矫时情
绪低落，与他交流感觉他忧心忡忡、无
所适从的样子。我翻看他的档案，发
现他的监护人是他妹妹，这个发现触
发我的职业感，直觉感觉他的情绪可
能与他的家庭有关。这个时候我就开
启职业优势对他进行一对一谈话，在
谈话时我告诉他会对他的情况进行保
密，希望他可以告诉我他遇到的困
难。经过一番聊天式的谈话，刘某说
出他的顾虑。原来刘某在外地犯罪，
判刑后回来服刑。他被判刑且婚姻破
裂等一系列的变故到目前为止都瞒着
他年迈多病的父母，他担心入矫后万
一他父母知道自己犯罪，他有心脏病
的父亲受不了，这个家再也经不起打
击了。我一方面帮他分析他目前的处
境和应对的方向，另一方面表示在职
责范围内帮他瞒着他的双亲。刘某一

听，流着泪对我说，只要不影响他父
母，他一定会承担自己犯下的错，服从
监管，接受矫正。通过此次谈话，我们
给他“特别待遇”。每次到他家走访，
我们都以普法宣传、排查民间纠纷等
名义去，带着宣传材料去走访，走访笔
录的制作签字都避开他的父母。对于
我们的理解和支持，刘某很感激，他也
将感激化作行动，积极配合我们的监
管教育活动，二年多来从未违反纪律，
表现良好。

社区服刑人员黄某，19岁，第一天
去县社区矫正机构报到就迟到被口头
警告，接着第一次集中教育又迟到，我
们对他进行书面警告处罚后去他家走

访，他父母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早上8
点了还起不了床，我意识到这个家庭
的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代沟，之间很
少交流。我以这个为起点进行矫正，
一方面跟他父母一起分析他迟到的原
因，并说服他父母配合督促他晚上不
能长时间玩电脑，多与孩子沟通，在精
神上多关心他。另一方面，我分多次
找他谈心。第一次谈心，我们的话题
是他的年龄，我对他说：“孩子你这个
年龄说小也不小了，已经到了你该懂
事并为自己负责的年纪了；说大不大，
你还年经，一切重新开始还来得及”，
他若有所思，谈话快结束时，我说：“孩
子，你以后要乖一点，别让你父母伤心

了”这一句暖心的话让他的眼神亮了
一下，我知道，我的谈话有一些效果
了。第二次谈话，我问他为什么这么
瘦？是不是一直都这么瘦？他说一直
这么瘦，还说:“所长你放心，我没有吸
毒。”我说:“我相信你没有吸毒”（其实
我原来真有点怕他吸毒,他一下猜中我
的意图，面对聪明而敏感的他我善意
地撒了个谎，用常规的尿检来证明他
没有吸毒，维护他的自尊心），接着我
又问：“我想知道你父母都胖而你为什
么这么瘦，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
服？”他说没有不舒服。我说：“那你是
不是有熬夜的习惯？熬夜很伤身体，
你父母看你这么瘦非常担心，他们每

天卖早点也好累，你现在长大了，应该
多帮帮他们，你妈妈我都看到好多白
发了”听到我跟他说这些，他头抬起来
说：“我尽量改，以后早点起来帮我爸
妈，同时这样应该也比较不会迟到，省
的你天天说我”。就这样我成功的实
现我的第二个目标，说服他晚上早点
睡觉，我还跟他约定每天7点前起床，
并告诉他进行教育的时候我会突然抽
查他，早上7点给他电话，看他有没有
改，没改我准备当“唐僧天天念经”
了。半个月后，他父母高兴地拉着我
的手说黄某6点就能起床帮忙经营早
点摊了。

在工作中，不仅仅是运用心理咨

询技能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疏导，更多
的是工作人员运用心理学知识提升工
作方式。首先学会克服首因效应和晕
轮效应。2016年我刚到云龙司法所上
任时第一次的集中教育服刑人员张某
就没有请假缺席，我们对他做了书面
警告处罚。在严肃地批评他的同时，
我提醒自己，不要因为他的这一次错
误影响我的判断，必须对他进行全面
的了解。矫正小组组长告诉我张某有
点本事，经营的企业效益不错，因法治
意识不强，与人发生矛盾用拳头说话
造成对方轻伤，被判刑情绪低落，改造
效果不明显。在走访他的亲属村干部
中了解到，张某自负、比较情绪化，但
他仗义、对家庭有责任感，爱憎分明，
如果加以正确引导，将会是浪子回头
金不换。于是我一次次地单独找他谈
话，倾听他的心理话，并对他身上的闪
光点谈一次就最少说一个。渐渐地张
某的脸上露出笑容，积极参加集中学
习和社区服务。在 2016 年 7.9 洪灾时
积极投身到救灾中去，主动捐赠灾民
急需的毛巾、食物等物资，司法所工作
人员对张某救灾中突出表现予以肯定
并表扬。解矫时，认识张某的人都说
他换了一个人。

无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拥有什
么样的专业技能，只要你是有心之人，
有爱心、真心和责任心，而拥有一定的
心理学知识，就是在法治监管上插上
一双有力的翅膀，一定能帮助那些迷
途之人重新走上阳光之路，在社区矫
正工作中实现你的价值，为构建和谐
社会做贡献。

心理疏导，社区矫正监管的一双翅膀
——社矫工作之我见

○ 张碧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