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半岛茶座

阅读+ 融合
责编/版式 郑时雨

E-mailE-mail：：23620604172362060417@qq.com@qq.com
2019年7月26日 星期五A06

12345党报在线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12345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党报在线

市民服务热线市民服务热线：：1234512345

市民服务热线：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市民服务热线：：1234512345

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 陈海鹏 谭小羽 整理

陈先生：霞山区海滨公园入口（交
警大楼附近，西海岸餐厅对面）有一小
型运动场，在运动场与停车场之间焊接
一排约20公分高的水管。但因水管的
高度过低、位置隐蔽，故市民不易察觉，
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拆
除该水管或加高水管的高度。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经查，
陈先生反映的水管是“20+健身区”与公
园停车场的隔离护栏，该护栏原设计高
度10厘米，是为了隔离部分不自觉的
市民将电动车开进健身区而设置。该
隔离护栏在2018年曾多次遭到破坏，
市民直接跨越隔离护栏把电动车开进
健身区，对在健身区锻炼的市民造成极
大的安全隐患，且该位置属于停车场范

围，电动车在此进出容易与轿车刮擦引
发事故。我局公园管理处于2019年1
月派人对该护栏进行加固并加高至20
厘米，并喷涂反光涂层，为健身区提供
一个安全的环境。我局于7月1日安排
工作人员到现场勘查处理，对该隔离护
栏更换新的反光标识，消除了安全隐
患，于7月7日再次派员在隔离护栏周
边摆放了两排龙船花，同时起到美化和
警示的作用。关于您提出拆除或加高
隔离护栏的建议，我局海滨公园管理处
结合创文要求，已安排人员加强对该区
域内违规停放电动车等不文明行为的
劝导、教育和宣传工作，争取规范后逐
步将该隔离护栏拆除。

詹先生：椹川大道全线的沙井盖刚
刚整改完毕，但井盖还是松动；另外，霞
山区海滨大道南昌大昌超市门前道路
（靠近鑫海名城）正在修建沙井盖，詹先
生建议部门在沙井盖边缘淋一点沥青
可以固定沙井盖，井盖就不会松动发出
噪音。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针对詹
先生反映的问题，我局组织施工方对整

个路段的井盖进行全面排查，发现松动
的马上实施整改处理。至于您建议“在
沙井盖边缘淋上沥青”的做法，是会起
到一定的作用，可以作为临时措施，但
容易造成井盖打开不便，特别是雨天积
水时沥青覆盖的井盖更难打开。我局
已将您的建议转达给施工方，施工方会
结合市民的建议和实际情况，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整改。

对该路段的井盖进行全面排查

公园内24小时值班和不间断巡逻
邱先生：开发区南国热带花园里好

人广场旁的湖内于2019年6月30日10:
00左右有人下网捕鱼，其表示该情况经
常存在，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督促园内管
理人员加强管理。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为保证
广大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加强公园管
理，我局南国热带花园管理处在水体设

置了禁止钓鱼和不能下水捕鱼的提示
牌，并安排治安值守人员，于园内24小
时进行值班和不间断巡逻。因公园面
积较大，部分不自觉的市民会趁着治安
员巡逻间隙的时间进行钓、捉鱼等违规
行为。下一步，我局将加大好人广场一
带的巡逻管理密度，加强宣传和劝阻力
度，避免类似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杨先生：S373省道麻章区湖光镇中
国农业银行至湖光镇卫生院路段的非
机动车道上每天不定时有车辆不按规
定停放，此情况严重堵塞交通，希望相
关部门尽快处理。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警麻章大队
勤务二中队在日常巡逻管控中，一直以
来都针对该路段乱停乱放的违法车辆

进行查处和教育宣传，加上湖光镇现在
正在开展创文工作，正在该路段进行道
路施工改造，可能造成的交通行驶缓
慢。交警麻章大队勤务二中队今后会
加大该路段乱停乱放的整治力度和宣
传力度，随时管控，保证车辆正常行驶，
不塞车。

该隔离护栏亟待拆除

关月（霞山）

看到德国人这么热衷做自家的模
范工匠，着实有点惊讶。相比起来，才
发现自己的那点做家务的能力，应该
只能算是“入门级”的。后来想想，朋
友之中能像德国人那样把自己家里大
件小件一手一脚捣鼓出来的也不多，
这大概跟不同的教育理念有关。

能把自己家像模像样地装修起
来，这并非是德国人天赋异禀，更多应
该还是靠着后天的培养。我想，德国
人应该很注重从小就给孩子们上“劳
动课”，假如没有专门开设这门课程，
那也应该很注意培养他们的动手能
力。而我们小时候，劳动课充其量也
就是“手工课”，上课的时候拿着小纸
片来剪裁折叠。而且关键是，这些“手
工课”仅存在于小学，而且有时还会被
变成主科教学或者自习课。过去我们
总以为学习成绩好就可以了，殊不知
长大了才发现动手能力差了别人一大
截。所以现在教育部重新强调上好劳
动课的重要性，还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德国人为何热衷做自家的模
范工匠，我想大概是因为在自家捣鼓
的过程中，能享受到“家”的温馨感
觉。女儿还没出生之前，我上网买了
一张小的摇摇床，这应该算得上我组
装过的最复杂的一件家具了。几十个
零件和木架子要对照着图纸逐一拼装
起来，这对于德国人来说可能是小菜
一碟，但那时我觉得还真是挺有挑战
的。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才装好，当
时看着小床，感觉“父亲力”满满，就像
是自己一手一脚把“家”造了出来。大
概是从那之后开启了一项新技能，家
里很多东西我都喜欢网购回来组装。
而随着女儿渐大，我组装的东西也越
来越多样化。给女儿放衣服的小衣
柜、书桌上的小柜子、孩子骑的自行
车、家里的鞋架子……一件件“手工”
所承载的，都是满满的“家”的感觉。

而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丰富，自
己做手工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上个
学期，女儿在读的幼儿园要求围绕“爱
家乡、爱祖国”的主题做亲子手工作
业，这时候说白了就是考验家长做手
工能力的时候了。当时和老婆特意上
网翻看了很多小手工的视频，后来决
定买来卡纸，粘在纸箱上做成了一个

“狮子头”。女儿也有在旁帮手，负责
把卡纸剪成狮子的一根根胡须。这种
亲子手工虽然挺浪费时间的，但感觉
起码可以培养起孩子自己动手操作的
兴趣，这应该还是很值得的。

享受“家”
的感觉

此路段车辆乱停放

动手能力的培养

林翠珍（赤坎）

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事要躬行，德国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符合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不
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的发展，都
有深远的意义。

知识来源于实践，知识也要用到实
践中才发挥其作用，笔者认为，教学生
十次，不如让学生动手一次。记得以前
上小学时，有一位老师经常教我们如何
节约资源、如何废物利用，老师不止教
我们方法，还利用劳动课或课外活动，
让我们自己动手。比如，易拉罐可做成

笔筒，旧本子剩下的空白页可以重新装
订成练习本，一次性筷子和报纸可制作
飞机模型，啤酒瓶盖可以做成一串风铃
……老师常常鼓励我们动脑筋，平时留
意生活中可利用的废品，并定期给我们
安排动手实践课，让我们展示自己的动
手能力。而且，用废物制作成的工艺品，
老师也将它们展览在教室的一角，对于
手工好、有创意的同学，老师会给予奖
励。因此，我们更积极动脑思考、动手实
践，在手工课堂中，同学之间也可互相
合作和学习，一学期下来，我们的动手
能力明显提高。至今回想，老师的教学
方式仍让我受益匪浅。

动脑思考 动手实践

梁嘉雯（赤坎）

年前家中大装修，父亲是旧屋改造
的主设计，我也没闲着，全程作为副手
参与其中，着实体验了一把自己动手打
造梦想之家的乐趣。

全屋改造最困难也是耗时最长的
莫过于重铺地板，父亲要用电钻将旧地
板砖一点点钻碎撬起来，我和母亲就把
那些废弃碎砖石铲出去清理掉。铺新
地砖最关键的就是底下的水泥浆，水泥
沙调和得太稠或者太稀都会影响地砖
铺上去的效果，因而每次父亲都会在院
子里空地上按照一定比例将水泥和沙
子混合之后加水，我则负责用铁铲不断
翻转和搅拌，直到父亲检查过达到标准
了我就用小桶分装运送进屋里。新的
地板砖是边长 60 公分的方形，我和父
亲小心翼翼地抬着地砖压在铺好的水
泥浆上，将水平尺放置于地砖之上不断
地两边调整平衡。因为我和父亲都是
非专业人员没有经验，初初铺一块砖要
耗掉我们两三小时。手磨破皮了膝盖
也因为时常跪地磕得青紫，但我们还是
坚持要自己干，每成功铺好一块瓷砖我
心里的骄傲和幸福感都会蹭蹭上涨。
到后来我已经能够独自熟练操作瓷砖
切割机将瓷砖分割成墙角线的规格。

将全屋的铁水管换成塑料管也是
个不小的工程。旧水管连接处多半都
因长年累月的铁锈锈蚀很难扭动，我和
父亲只得各自拿着大扳手合力将锈迹
斑斑的铁水管一节节拧下来。换装塑
料管时我学会了要在接驳水管和弯头
时涂上胶水；安装水龙头之前要在螺纹
口缠上防渗漏胶带；新买的洗手盘各个
零部件之间要挤上玻璃胶固定……装
修过程中许多事情都亲力亲为让我从
一个啥都不会的“生活白痴”慢慢变成

了个多项技能加身的“小工匠”。前几
天母亲让帮着换水龙头时我自个儿拿
起扳手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特自豪。

头戴报纸帽举着滚筒刷墙还一边
唱着：“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
学会了自己用无痕钉和水平尺安装好
一整片照片墙；在父亲的协助下用气钉
枪和木板做了一个置物架；让父亲指导
我用螺丝刀安装好大书柜门的五金件
……这些从未有过的体验全都成了我
很宝贵的财富和回忆，看着屋子一点点
变成我们心目中美好的样子，就会想起
家中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一家人的
努力和爱。每天回到家的心情都会变
得超级赞，那些我们亲自改造出来的小
幸运仿佛都在告诉我“你很棒呀！”

配图 郑玮欣 作

打造幸福梦想之家

关于征收湛江教育基地教育三路土地的通告
湛麻府通〔2019〕17号

为保障湛江市委党校迁建项目（一
期）工程顺利实施，经组织有关部门论
证，麻章区人民政府拟征收湛江教育基
地教育三路国有土地65820.98平方米，
作为湛江市委党校迁建项目（一期）施工
道路。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征收土地范围、面积、地类：拟征
收湛江教育基地教育三路国有土地
65820.98平方米。拟征收土地范围为以
下诸点连线范围（坐标点使用2000国家
大地坐标系）：
1.X=2342846.019 Y=421541.258;
2.X=2342832.015 Y=421527.772;
3.X=2342830.852 Y=421471.311;

4.X=2342825.141 Y=421436.863;
5.X=2342818.090 Y=421094.729;
6.X=2342828.384 Y=421080.544;
7.X=2342827.724 Y=421056.518;
8.X=2342794.981 Y=421059.034;
9.X=2342795.166 Y=421068.042;
10.X=2342759.353 Y=421069.106;
11.X=2342761.396 Y=421084.121;
12.X=2342773.145 Y=421097.882;
13.X=2342780.239 Y=421442.077;
14.X=2342775.961 Y=421477.173;
15.X=2342777.106 Y=421532.766;
16.X=2342766.135 Y=421544.491;
17.X=2342766.706 Y=421599.522;

18.X=2342778.714 Y=421610.773;
19.X=2342779.860 Y=421666.366;
20.X=2342785.580 Y=421701.256;
21.X=2342793.322 Y=422096.944;
22.X=2342781.298 Y=422091.172;
23.X=2342785.621 Y=422121.341;
24.X=2342797.455 Y=422133.661;
25.X=2342802.066 Y=422162.028;
26.X=2342870.711 Y=422406.223;
27.X=2342910.633 Y=422384.933;
28.X=2342843.329 Y=422135.838;
29.X=2342853.320 Y=422120.112;
30.X=2342851.210 Y=422090.175;
31.X=2342838.322 Y=422076.481;

32.X=2342834.779 Y=421661.882;
33.X=2342833.673 Y=421608.159;
34.X=2342843.249 Y=421592.313。

二、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不分具体
地类，统一按90万元/公顷（6万元/亩）执
行。

三、安置途径：采用货币安置方式进
行安置。

四、土地用途：市教育基地市政道路。
五、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凡在上述拟

征收土地范围内抢建、抢栽、抢种的地上附
着物和青苗，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

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政府
2019年7月24日

迁 坟 通 告
湛麻府通〔2019〕15号

为做好市储备土地疏港大道十三号路标

西侧地块地面附着物清表工作，需对该地块

范围内的所有坟墓进行迁移，具体位置详见

宗地图界址点坐标表和现场界址标记。请上

述用地范围内所有坟墓的有关坟主亲属到麻

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查违办（联系电

话：2708266）办理迁坟登记、补偿等相关手

续，并于 2019年 7月 31日前自行迁移，逾期

不登记、清理，将作无主坟处理。

特此通告。
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政府

2019年7月24日

迁 坟 通 告
湛麻府通〔2019〕18号

因湛江市委党校迁建项目（一期）工程

建设的需要，需对湛江教育基地教育三路范

围内的所有坟墓进行迁移，具体位置详见征

地红线图坐标点和现场界址标记。请上述用

地范围内所有坟墓的有关坟主亲属到湖光农

场国土科（联系电话：3589907）办理迁坟登

记、补偿等相关手续，并于 2019年 7月 31日
前自行迁移，逾期不登记、清理，将作无主

坟处理。

特此通告。
湛江市麻章区人民政府

2019年7月24日

不动产首次登记公告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首

次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

七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2019年8月13日之前）将异议书

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

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遂溪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方式：0759-7765743

遂溪县自然资源局
2019年7月24日

玉林(省界)至湛江高速公路项目
电力500KV线路迁改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1.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方

式：登录 http://www.gdzjepb.gov.cn/list/71.html 或前
往建设单位查阅纸质报告；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内，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通过邮
件、信函、电话的方式反馈意见和建议。

2.征求公众意见范围：线路沿线的有关单位及群
众

3.建设单位：广东中交玉湛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
司

地址：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乐山东路35号
环评单位：广西泰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771-5699452
邮箱：261774546@qq.com

广东中交玉湛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2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湛江监管分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湛江监

管分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
以公告。
机构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华盛新城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11S34408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35693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
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7月08日
机构地址：湛江市赤坎区南桥南路108号E幢01号商铺
邮政编码：524000 联系电话：2290262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湛江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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