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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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伴随着礼炮的
轰鸣声，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
冉冉升起，举国上下一片欢
腾。一个个方阵整齐划一，受
阅部队精神抖擞地走过天安
门广场。气势恢宏的大阅兵令
人心潮澎湃，
盛大的群众游行
活动尽展新中国成立70年来
我国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辉
煌成就……在厦港街道，全体
厦港人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向
新中国70周年华诞致敬。
在庆祝的人群中，有这样
一批人，
他们有着自己的方阵
队伍。他们践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节日不忘工作，
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确
保辖区和谐稳定。
“国庆我在岗”是厦港人
对祖国母亲最 “硬核” 的表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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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上午，位于沙坡
尾避风坞的沙坡尾活态展示馆
一楼红色放映厅在直播国庆庆
祝活动盛况，沙坡尾文化生态
圈党支部组织党员在这里集中
观看，不少路过的游客也停下
脚步，
和他们一起观看，
有些人
没地方坐，
就站在门口看。众多
市民和游客还来到设在沙坡
尾活态展示馆的国庆主题打
卡点拍照留念，
通过这种方式
向祖国母亲真情告白。
这些仅仅是个缩影，却反
映了沙坡尾国庆旅游的火爆
程度。10月1日至10月7日，
沙
坡尾活态展示馆正常对外开
放。国庆期间，潮巢剧场还开
设了红色电影放映厅，除直播
阅兵式外，还播放红色电影，
如 《小城春秋》《闪闪的红
星》等，
让游客重温经典。
老厦港的古早和新潮，是
吸引游客前来游玩的重要因
素。国庆期间，猫街、沙坡尾、
演武大桥观景平台等作为
“网红”景点吸引着世界各地
的游客纷至沓来，
旅游打卡。
游客多了，该如何保障游
客能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
呢？ 这一切，都离不开厦港
街道各部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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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在厦港街道，
三级街长方阵、市容美化方
阵、联合执法方阵、守护平安
方阵及志愿保障方阵队员们
均践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坚守岗位。
巡街访巷，维持市容市
貌。街道班子、社区班子及网
格员等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
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沉下身子，扑在一线，第一时
间发现、
协调处理各种问题。
让游客享受自由放松的
假期，
保持良好的市容市貌尤
为重要。在市容美化方阵，龙
马环卫冲锋在前，他们避开高
峰时期，
利用晚间对思明南路
人行道、
猫街进行清洗。除在
主道路加强保洁外，还对辖区
内的杂物做到日产日清。
国庆长假，游客增多，占
道经营的流动摊贩也蠢蠢欲
动……由厦港行政执法中队、
机动三中队和演武大桥观景
平台管理处组成的方阵坚守
岗位，他们的“防线”牢不可
破。针对沙滩上卖鱼的乱象，
方阵队员们算准潮水时间，连
续数天进行布控。目前，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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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支队已经参与到打击沙
滩卖鱼的执法行动中，拆除大
型捕捞设施一处。
除打击陆上流动摊贩外，
联合执法方阵还出动海洋执
法船，在海上配合行动，保持
高压态势。
守护辖区平安，是民警的
职责所在。10月1日至4日，
碧
山派出所在辖区共帮助市民
找回走失的老人、
小孩8人，找
回遗失的物品5件，
及时将2名
生病的游客送医。同时，抓获
“黄牛”23人，有效净化景区
治安环境。
碧山派出所心系百姓，常
怀爱民之心。国庆前夕，碧山
派出所先后帮助群众找回遗
失的手机，挽回错转的5万元
钱款。9月30日，群众送来两
面锦旗表示感谢。
维护和谐稳定，志愿队伍
必不可少。辖内七个社区充分
发挥志愿者的旗帜作用，走访
大街小巷，保障街区安全。沙
坡尾社区党委和沙坡尾文化
生态圈党支部、沙坡尾工作坊
及沙坡尾巡逻队开展“爱我中
华，
爱护国旗”志愿服务活动，
整治单车乱停放，扶正国旗，
,+;"(""!
劝导不文明现象。



Ede

OP^vYZ ;[\ ]
^_ `abw国庆前夕，厦港
街道沙坡尾社区、蜂巢山社区
响应倡议，
把国旗迎回家。
山海花园小区党支部发
起号召，
小区党员和群众积极
参与，将国旗插在家门口、屋
顶上。沙坡尾沿街200多商户
也纷纷插上五星红旗，点燃了
居民的爱国热情。
和共和国同龄的苏亚福
是沙坡尾居民。孩童时期，这
里还是个小渔村。在他眼里，
沙坡尾的变化“相当大”。
“我
十几岁便出海捕鱼，这里从前
是田地，
路面坑坑洼洼。”苏亚
福回忆。如今，苏亚福的晚年
生活有滋有味。早晨，他步行
到观景平台锻炼。傍晚，他到
双子塔下散步、看海。苏亚福
还加入社区治保会，一有空闲

便参与社区服务。
“我的 家 族 在 厦 港 已 有
150年历史。”在沙坡尾避风
坞经营一家铁板烧料理店的
吴国斌，
一家老小都住在沙坡
尾避风坞，
他们家族与厦港的
渊源已有150年。吴国斌的父
亲今年80多岁，退休前是教
师，
一辈子奉献给祖国的教育
事业。他岳父是一名捕鱼达
人。如今，
吴国斌的料理店已
招待过20多 个 国 家 的客 人 。
他们一家见证了社区日新月
异的发展，
对五星红旗情感十
分深厚。
“我们厦港人都是一家
人！”今年45岁的阮志强从小
住在沙坡尾。如今他在此开
店，
向游客讲述沙坡尾的前世
今生。对他而言，厦港人依旧
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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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70周年，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展现沙坡
尾的有机更新成就，
9月30日
上午，沙坡尾举行 “一日馆
长”第十期活动，由厦门市博
物馆原副馆长靳维柏担任
“一日馆长”，为市民讲述革
命先烈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在沙坡尾活态展示馆，
靳
维柏介绍，明朝初年，沙坡尾
就成为重要军港，
此后数百年
先后抗击了荷、英、日等外敌
来犯，
在郑成功收复台湾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抗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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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厦门被日军占领，港口被
封锁，厦港船只、居民区被烧
毁 ，渔 民 们 没 有 放 弃 抗争 ，
“宁可出海死，
不愿屈辱生”。
在“5
·25”破 狱 斗 争 旧
址，靳维柏为市民讲解了
1930年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
导下，
组成由罗明、
王海萍、
谢
景德、王德、陶铸为成员的破
狱领导委员会，
带领一批勇士
打破思明监狱，救出40多名
革命同志的故事。“5
·25”破
狱斗争振奋了同志们的士气，
著名作家高云览以这一事件
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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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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