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谢你呀小蔡，现在额头的
肿块消了一些，看东西也清晰多
了。”“虽然好点了也不能大意，还
是要去医院再检查一下。”13日，晋
安区王庄街道社工蔡丽到马依姆
家探病，见到马依姆病情有所好
转，松了一口气。年逾九旬的马依
姆握着蔡丽的手：“你们几次三番
上门，惦记我这老人家，真比亲人
还亲！”

8月 26日，专职社工蔡丽接到
福马社区求助称，辖区内高龄患有
高血压的马依姆，近日眼睛突然肿
得厉害，看东西也模模糊糊，左额
肿块增大发青，急需有人陪同去医
院就诊。电话里了解情况后，蔡丽
立即答应带老人就医。

次日，社工蔡丽接上了等在路
边的马依姆及其外孙，一起打车到
晋安区医院，医生初步检查后建议
前往省立医院，马依姆的心一下提

了起来。蔡丽连忙又搀着马依姆
赶往省立医院。很快，医生看完片
子、询问信息后，告诉马依姆不要
着急，眼睛问题不严重，是水肿导
致。“今天幸好有你陪我，不然我真
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定要给社区

送锦旗……”回家路上，马依姆一
直念叨着。

从那以后，蔡丽时常上门关心
老人的病情，和她聊聊天，帮她干
点力所能及的活。马依姆也露出
了难得的笑脸。

今年 7月底，信任社工组织通
过签约落地晋安区王庄街道，由政
府购买服务，聘请持证社工常驻社
区，协助街道开展对困难群体、老
年群体以及儿童群体的兜底服务
和关爱保护，服务对象不用掏一分
钱。

在“兜底”困难群体同时，社工
站还积极导入社会资源，为老年群
体提供助老、义诊等志愿服务。

在鼓山镇，由致福社工站举办
的“金厝边”特色为老志愿服务，正
开展得如火如荼。针对老年人健
康需求，社工站引入福建生物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专家团队，为
老年人开展体质检测、健康讲座、
中医义诊等实惠满满的服务。

“你们什么时候能再来？这样
的活动越多越好！”志愿服务走入
前横社区时，吸引了近百名社区老
年人和居民参加，很多老年人闻

讯，手里还拎着菜就赶来了。
记者了解到，在晋安区，已有5

家社工站和乡镇签约落地，各社工
站依托“专业机构+镇村民生协理
员+社区持证社工”的建站思路，引
入专职社工，通过三社联动开展养
老服务、社会救助等，定期为老年
人举办健康义诊、文体活动等。社
工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承接政府
购买服务项目。

“让专业人办专业事，缓解了
社区工作压力，还收到了更好的服
务效果。”对社工站的引入，王庄街
道相关负责人赞许有加。

“王庄街道给我们提供了办公
场所，方便我们进一步下沉社区，
延伸服务触角，我们正在开展社会
救助的前期摸底调查，设计更多精
准丰富的志愿服务，让更多老年人
放心在家门口养老。”信任社工组
织负责人张洁介绍。

社工蔡丽带马依姆去省立医院看病社工蔡丽带马依姆去省立医院看病。（。（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政府引进社工站 服务居民更贴心
本报记者 朱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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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前只讲爱国，死后仍
要做有益国家社会的事，死后火
化并把骨灰撒于闽江之中，不再
存，不再埋。年节忌辰不烧香，不
烧箔，只把我生前事讲给子孙听，
养成讲科学不迷信的家风。”这是
高振云生前立下的遗嘱，字字句
句体现着革命前辈的朴实。高振
云曾是高家大院的当家人，而这
座坐落于台江太平山山仔里16号
的高家大院，也是闽浙赣省委福
州总联络站旧址。

“解放前，我的父亲冒着极大
的风险参加革命，主动将几十两黄
金用于革命，大院也先后两次成为
电台的发报点，许多重要的军事情
报从这里发往闽北，为福州解放作
出贡献。”记者跟随高振云长子高
文秀的脚步，走进这座有130多年
历史的古厝。在高文秀的讲述中，
仿佛有“嗒嗒嗒”的发报声在高家
大院里响起，时间仿佛回到了那一
段栉风沐雨的岁月。

一部电台，引上革命道路
高文秀收藏着二叔高振洋的

一 张 老 照 片 ，上 面 写 着“From
Xu7ck”，这一串字符是第七战区
的电台台标，也是高振洋的代号
——彰显着这个家族和电台的密
切联系。

1938 年，新组建的福建省委
急需一名懂无线电发报的人，以便
向党中央、新四军请示和汇报，同
时与闽北、闽东和闽中三地联系。

“我二叔高振洋一直喜欢摆
弄无线电，从福州三山中学毕业
后就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和抗日救亡宣传队，因此他被推
荐前往崇安负责福建省委的电台
工作，成为了高家第一个参加革
命的人。”高文秀说。

1940年1月，高振洋以去浙江
金华大学念书为借口，带着电台
离家前往崇安。当时电子管电台

的零件不耐久，时常需要更换，高
振洋想到家里还有些材料，便写
了封信，由闽浙赣省委派李青带
给高振云。信中只说自己在外地
工作，地点不固定，请高振云帮忙
准备些生活物资和电台零件。

办好相关事宜的李青带着物
资和高振云的回信回崇安时，为了
安全，将信和行李放在崇安水陆联
运站保管。不料遭到叛徒出卖，李
青虽成功逃脱，东西却落入国民党
手中。敌人立刻将矛头指向高振
云，企图逼迫他吐露高振洋的下
落。从 1940 年农历九月到十二
月，高振云一直饱受敌人折磨，这
也使他逐渐明白，国难之下，国民
党并非真心抗日。他的思想开始
发生转变，向共产党靠拢。

联络站建立，辐射进步思想
1946年7月的夜里，山仔里的

高家大院经常会悄悄地架起天

线。高振洋迅速组装电台，向中
央华东局接、发电报。族弟高振
丰用手摇发电机为电台发电。手
摇发电机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明
显，高振丰就用几床被子捂着发
电机隔音，经常弄得满身大汗。
高振云总是在屋外的荔枝树下紧
张地为他们放哨。

1945 年底以后，高家大院成
为省委福州总联络站的所在地，
为了方便，大家喜欢称之为太平
山地下交通联络站，由高振云担
任通讯员。省委一开始是将联络
站设在高振云开的“同和锡箔杂
货行”，正是看中了此处临近码
头，交通方便、商贸云集、人来人
往，是个极佳的掩护地点。后因
形势变化才转移至山仔里。

联络站建立后，闽浙赣省委
在此设立与华东局同频的电台，
同时高振云以林森县参议员的身
份作为掩护，通过乡长的关系，为

地下党打路条、开通行证、安排住
宿，同时也以自身财力为党组织
购买无线电器材、药品等物资，提
供经济上的支持。高文秀也跟着
负责一些电报翻译、为地下党送
信、带路等工作。

由于经常有革命者往来，周
围的青年学生也从他们那里了解
到革命形势、学习进步思想，越来
越多的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上
山参加游击队。1946年下半年即
成立了太平山党支部。

荔枝林里，传出红色电波
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十兵

团一路南下，福州解放在即。但

福州当地的局势依然严峻，国民
党特务毛森专程来福州布置清剿
福州地下党。就在白色恐怖的紧
张气氛下，一部电台悄悄地运进
高家大院，为十兵团解放福州收
集发送情报。

6月的一天，闽浙赣省委委员
苏华带着陈明从南平乘坐小木船
潜入福州。当时，苏华装扮成身
患重度传染病的妇女，裹着爬满
虱子的被子，电台裹在被子卷里，
密码本夹在月经带中，躲过了敌
人的搜索。

一进入福州，闽浙赣省委警
卫连指导员陈德义与他的妻子立
即接手护送工作。他们将电台用
棉被包着，提着一堆坛坛罐罐，佯
装成逃难的夫妻，终于将电台送
进高家大院。陈明作为发报员也
一同住了进来。

高文秀还记得，那是一个荔
枝成熟的季节，陈明第一次尝到
了荔枝的滋味，高家大院外繁茂
的荔枝树也成为陈明发报时的哨
岗，由村里的可靠青年轮流放哨。

与此同时，李青从狱中保释
后购买了一部收音机，通过收听
新华社新闻，与进步青年一起在
山仔里办起了《消息报》，每天一
期，进行革命宣传。1947 年 8 月
17 日一早，蜡纸上刚刚刻好“消
息”两个字，解放的消息就像旋风
一样传来。仅刻好“消息”二字的
蜡纸如今还保存在高家大院的陈
列馆内。

福州解放，太平山地下交通
联络站结束了历史使命，电台收
归党组织保管，山仔里的高家大
院，迎来了新的时代。

高家大院里的红色电波
本报记者 林奕婷

高文秀向记者介绍当年留下的旧物高文秀向记者介绍当年留下的旧物。。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邹家骅摄邹家骅摄

福州的哥陈章宇坚持 10 年每
周免费接送视障老太雷二妹的故
事，本报去年 8 月 16 日报道后，在
榕城传为美谈。陈章宇近日被市
委文明办推荐为第七届市道德模
范候选人。14日，记者再次走近陈
章宇，倾听其在出租车行业这一城
市流动窗口谱写的暖心故事。

免费接送家庭困难的老人
前几年的一天清晨，陈章宇开

车经过新店镇桂山村，看到一对白
发苍苍、拄着拐杖的夫妻在路边拦
车。陈章宇将车靠近停下后，主动
下车帮助两位老人上车。老人上
车后，陈章宇得知，依伯姓高，患有
尿毒症，老伴王依姆患有腰椎间盘
突出。王依姆每周三和周六都要
陪高依伯去医院做透析。

对福州路况非常熟悉的陈章
宇，知道每天早上很少会有出租车
途经桂山村。他当下就表示以后每
周三、周六早上 6点都会准时到高

依伯家接老人。就这样，从开始每
周两次接送，到后来每周三次接老
人上医院，陈章宇从未间断。

高依伯家庭条件不好，陈章宇
了解情况后，坚持不收老人的车费，

“我和你素昧平生，你能来接我上医
院我就非常感激了，还不收车费，你
就是活雷锋啊！”高依伯说。

在陈章宇的出租车上，有一块
绿色的温馨提示牌，上面写着“70岁
以上老人和五保户、残障人士，市区
乘车免费”的字样。陈章宇在车内
还准备了一个爱心药箱，里面有云
南白药、创可贴、万金油、藿香正气
水、风油精、速效救心丸等 18种药
品。车内还有瓶装矿泉水、纸巾、福
州地图、充电宝、呕吐袋等，全是陈
章宇自掏腰包添置的。“这些都是出
门在外应急用得上的，所以我就为
乘客准备了。”他乐呵呵地说。

让外乡人感受福州的温暖
一年夏天，陈章宇在火车站接

到一位 60 多岁拄着双拐的老太
太。老人来自黑龙江，因腿疾专程
来福州治病，借住在洪山桥亲戚家，
要定期到仓山的一家医院看病。陈
章宇深知老人上下车不方便，不好
打车，便主动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留
给了老人：“如果打不到车，就打电
话给我，我来接你！”

老人在榕治病期间，每回给陈
章宇打电话，他总会准时去接。40
天后，老人准备返回黑龙江，陈章宇
又开车到洪山桥接老人去机场。到
机场后，他还下车将老人抱进候机
大厅，并找到机场人员说明情况，安
排了轮椅，直到机场服务人员护送
老人上机后，才放心离去。临别时，
老人拉着陈章宇连声道谢：“感谢你
啊！你真是大好人！”

老人回到黑龙江后，每逢过年
过节，总会发短信给陈章宇：“一想
到你，我心里老感动、老温暖了，你
让我感受到了福州这座城市的温
暖！”

让他人感受这座城市的温暖
第七届福州市道德模范候选人陈章宇的暖心故事

本报记者 吴晖

陈章宇整理
爱心药箱。
本报记者 吴晖摄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 通讯员 官文海）
近日，台江公安分局瀛洲派出所党支部联合
瀛洲街道建海社区、瀛滨小学、台二小、瀛洲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的党组织，在台农
商圈党建联盟中心举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创建文明示范城区”暨“浓浓中秋情 慰问暖
人心”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现场，民警向群众宣传创建文明城
区等内容，并开展垃圾分类讲解、法律咨询
解答等工作，引导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文明示
范城区创建活动。针对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民警结合辖区实际，详细讲解本地高发诈骗
类型，帮助群众识破骗术、升级防骗技能。
瀛洲派出所还联合瀛滨小学创新反诈宣传
形式，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要点融入舞蹈
《网络安全三句半》，传递网络安全防范信
息，加深了群众对网络安全的认识。

随后，民警志愿者为困难党员送上月
饼、牛奶、大米等慰问品，鼓励他们坚定战胜
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在组织的关心和帮助下
走出困境，以更积极的姿态面对生活。当
天，民警志愿者还来到孤寡老人林依姆家
中，与她贴心交谈，送上节日祝福和慰问品。

台江基层组织
开展志愿服务

民警向社区群众宣传创建文民警向社区群众宣传创建文
明城区等内容明城区等内容。。 官文海摄官文海摄

我市公示一批
省市绿色家庭候选户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记者14日从市妇
联获悉，为引导广大家庭树立生态文明价值
理念，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市妇联、市生态环境局在全市开展了2021年
省、市绿色家庭寻找和推荐工作，现对候选
家庭进行公示，接受监督。

2021年省绿色家庭候选户共有24户、市
绿色家庭候选户共有 50户。公示时间截至
17日，名单详见市妇联网站。

团市委开展
禁毒宣传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近日，团市委开
展了“青春不毒行 快乐伴成长”主题活动。
青年志愿者来到吸毒家庭事实孤儿小月（化
名）家里，送上学习和生活用品。团市委通
过线上线下共同发力，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
方式开展活动，青少年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明显提升。

据了解，今年以来，团市委针对全市青
少年开展禁毒宣传，以普法教育和实际案
例促使青少年提升学法、守法、用法意识，
充分了解毒品危害。线上利用微信公众号
平台，设置禁毒专栏，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普
及预防毒品知识，同时举办线上禁毒知识
竞赛，开展禁毒“云课堂”等，吸引了广大学
生参与。线下禁毒宣传进校园、进社区活
动持续不断，利用解说、游戏互动、观看视
频、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让青少年在乐中
学，学中悟。

针对青少年特点，团市委还组织开展
了“童心手绘——我们拒绝毒品”禁毒手抄
报评选活动、“禁毒少年说，青春正当时”禁
毒快闪活动等。青少年事务社工也研发了
禁毒预防教育课件、禁毒课堂前后测等一
套毒品预防教育资料，在线上线下向青少
年发放。

团市委领导表示，要积极履行共青团组
织禁毒宣传教育工作职责，筑牢青少年禁毒
教育联合防线，接下来将开展更多适合青少
年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全民参与禁毒
的浓厚氛围。

“公勺公筷”
成“文明餐桌”标配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记者近日走访榕
城各餐饮店发现，不少餐饮店都张贴了“使
用公勺公筷”“文明餐桌”等宣传标语，服务
员根据顾客人数提供公筷公勺，提倡分餐分
食。

记者在湘下佬·老长沙吃货铺（世纪金
源店）看到，服务员为食客提供公筷公勺，倡
导合理使用，“现在我们上菜时，就会把公筷
公勺主动提供给顾客，店里的公筷公勺都是
提前准备好的。”服务员介绍说。

“使用公筷公勺”逐渐成为“文明餐桌”
的标配。“这次疫情也给大家带来用餐方式
的改变，现在提倡在外就餐时使用公勺公
筷，刚开始会觉得麻烦，但习惯成自然，慢
慢地大家就接受了。”市民冯女士说，保护
家人健康，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勺公筷很
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