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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专家献计献策，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双龙村：
凝智聚力 激发振兴
“内驱力”
■记者 徐文宇
通讯员 詹彬彬 文/摄
福州晚报讯 助力乡村振兴，
凝聚多方力量。前日，省级乡村
治理示范村高新区南屿镇双龙村
热闹非凡，南屿镇惠农服务队来
到这里，将宣传培训教育与解决
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开展第四
届“善美寻乡——强国复兴有我
助力乡村振兴”
主题宣传活动，
加
速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
助力乡村振
兴。

助农惠农 推进乡村振兴
活动现场，相关单位通过设
立咨询台、
发放宣传资料、
免费赠
书等，将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平
安综治、安全生产、移风易俗、文
物保护和
“扫黄打非”
等方面的知
识送到老百姓的身边。
南屿镇中心卫生院的医护
人员还开展了免费义诊活动，为
现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
并耐心解答村民提出的健康咨
询、寻医问药、健康求助等方面
的问题。

民间戏曲团体在表演非遗闽剧。
南屿镇民间戏曲团体带来的 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
非遗闽剧演出在双龙村大众茶馆 合，
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旁进行。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为
“智慧”
扶持 谋划发展道路
村民们演出，
表演精彩生动，
唱腔
圆润动听，剧情跌宕起伏。不少
位于大樟溪畔的双龙村，街
百年古榕耸立，
拥有
村民时不时和着曲调哼唱两句， 巷沿江临水，
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文化氛 丰富的温泉资源和山林资源。双
围。
龙村以其丰厚的自然人文禀赋，
南屿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南 被列入福州市2018年美丽乡村建
屿镇为更好地助农惠农，积极发 设示范村，2020 年被列入省级乡
动党员干部、镇村志愿者、高校、 村治理示范村。
社会团体等各方力量组成惠农服
村里拥有温泉和矿泉两大自
务队，
走进各个村庄，
将宣传培训 然资源。如何充分发挥资源优

南屿镇惠农服务队。
势，成了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南屿镇惠农服务队通过
引
“智”
入村、
政校合作，
给乡村带
来源源不断的
“内驱力”
。双龙村
通过邀请高校专家学者实地考
察、
献计献策，
设计了
“山、
泉、
水”
特色产业发展路线，乡村振兴前
景光明。
经过发展，因“泉”闻名的双
龙村，已经是全国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示范点，正朝着集山溪温
泉、娱乐体育、休闲农业、村落文
化、居家养老于一体的温泉旅游

综合体奋进。去年，双龙村还成
立了南屿富山农民专业合作社，
吸收1000多名村民入股。这里的
汩汩山泉将带给村民更多财富，
让他们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南屿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南屿镇将进一步积极发动
社会力量，围绕公益助农常态长
效这一目标，更广泛地开展群众
需要的惠农服务，营造社会各界
关心支持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
兴的良好社会氛围。

晋安象园：
筑牢
“红色堡垒”
创建无疫小区

党群合力守好﹃家门口﹄的疫情防线。

研究改进实用型手印显现方法

郑哲崇：
让无声痕迹
“开口说话”
■记者 程明 林春长
通讯员 榕公宣
“当无声物证揭示真相时，
那
种成功的喜悦，是对我最大的回
报。”闽侯公安刑侦民警郑哲崇，
从警 8 年，参与过闽侯县多起疑
难、
重大、
复杂案件的现场勘查及
检验鉴定工作。他深知，勘验工
作责任重大，
出的每一个现场、
做
的每一个实验、
写的每一份报告，
都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由于他
善于破解疑难线索，因此被同事
们誉为能让无声痕迹
“开口说话”
的
“勘查专家”
。
今年 4 月，闽侯县某小区内
一人倒地身亡，地面流淌着大量
血迹，
身旁散落着手机、
拖鞋等物
件。因事发地点位于监控盲区，
家属坚称死者遭遇他杀。
为还原真相，郑哲崇对凌乱
的现场细致勘验，发现死者四肢
张开，散落物品距离尸体较远且
手机破损严重，符合高处坠落情
形，于是迅速将侦查重点调整至
周边高层建筑，最终在一栋居民

郑哲崇。受访者供图
楼内发现了死者遗物及栏杆攀爬
的痕迹。结合尸检结果和走访调
查情况，家属最终认可了死者跳
楼轻生的事实。
面对大案要案，郑哲崇全力
攻坚；
对于民生小案，
他同样全力
以赴。
2020 年 9 月，竹岐乡一名菜
农家中失窃，因现场缺乏有价值
的线索，案件侦办陷入僵局。郑

哲崇认真拓展外围现场，走遍田
间每处角落，最终在距离中心现
场 1 公里外的灌木丛中提取到关
键物证。
夏季治安清查整治“百日行
动”
中，
郑哲崇积极探索如何运用
“e 体+”智慧赋能体系，借助大数
据等手段提档升级刑事科学技术
运用。行动以来，郑哲崇共勘验
现场 60 余起，指纹比中 14 起，协
助破获案件 11 起、
抓获犯罪嫌疑
人6名。
日积月累，厚积薄发。郑哲
崇所在的闽侯县公安局刑事技术
室是全国一级刑事科学技术室，
他曾获评“全国优秀勘查人员”
“福建省公安刑事技术现场勘验
能手”
等称号。
面对荣誉，郑哲崇没有丝毫
懈怠。他潜心钻研案发现场指纹
提取技术，
向前辈请教，
翻阅海量
文献，
并通过不断科研论证，
研究
改进出一套实用型手印显现方
法。2018 年 11 月，
该成果在权威
杂志《刑事技术》发表，得到同行
认可。

■记者 何佳媛/文
象园街道供图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获
悉，晋安区象园街道将党的组
织领导和党员示范引领，贯穿
到无疫小区创建全过程，筑牢
“红色堡垒”，有序有力地守好
“家门口”
的疫情防线。
象园街道设立党员志愿服
务队 8 支、
党员先锋岗 63 个，
带
动1198名党员参与创建无疫小
区。党员们围绕相关政策、防
疫知识、
志愿服务等内容，
运用
社区
“大喇叭”
、
微信群、
宣传单
等载体进行宣传，为无疫小区
创建做好保障。
运用“党建+社区治理”工

作方法，象园街道发动在职党
员、
志愿者等，
全力保障核酸检
测点位秩序维护、重点人员信
息排查、
小区卡点管控等工作，
形成党建引领下的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格局。
象园街道科学统筹做好人
员配备和防疫物资储备，组建
63 个小区微信群，提供生活物
资代购、
药品配送等服务，
为老
人、
幼儿等特殊人群、
困难群体
做好生活保障、情感抚慰和心
理疏导。
在今后的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中，象园街道将继续坚持
党建引领、
党员先行，
进一步筑
牢疫情防控
“党建屏障”
，
持续巩
固创建无疫小区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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