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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区幼儿园划片方案公布。从
数量上看，今年思明区幼儿园的
数 量和 去年 一 样都 是 71所 ，不
过，其中文灶幼儿园和梧村幼儿
园的划片招生路段，今年有了更
为详细的说明。
和往年一样，在报名前一周，
幼儿园门口会有公告，告知划片
和具体要携带的资料。今年幼儿
园的报名时间提早到 7月 30日。
年满 3周岁的幼儿，只要满足户
口所在地和实际居住地 “两 一
致”，就属于公办幼儿园片区招
生对象。
当然，根据市教育局测算，这
几年来，厦门市户籍人口能上公

办幼儿园的，包括集体办幼儿园，
也只有 50%左右的比例。尤其以
思明区来说，从三年前开始，每年
要 上幼 儿 园 的 户 籍 儿 童 在 以 近
800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公布的
摸底数量是近万名。虽然去年思
明区增加了四所公办幼儿园，还
扩建了一所，
但依旧紧张。
因此，今年省级示范性幼儿
园和生源爆满的幼儿园，依旧有
附加招生条件，即满足“两一致”
外，还要满足父或母房屋产权占
比 50%以上等条件。
昨天，思明区也公布了民办
幼儿园等级以及愿意参与分级收
费 管 理的 普 惠 性 民 办 幼 儿 园 名
单。这些普惠性幼儿园，
接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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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也承担义务，即实行最高限
价，价格和公办园相当，而能享受
普惠性幼儿园优惠价的对象，是
本市户籍儿童，或拥有“四证”的
非本市户籍儿童，即父母近一年
在厦暂住、务工、交社保，并符合
计生政策的儿童。
此外，据厦门市教育局消息，
下学期公办幼儿园或将提价，不
过这个价格是省里两年前制定的
标准，由各区决定是否执行新标
准。调价标准为：
省级示范园每生
每 月 提 160元 ，其 他 公 办 园 提
200元。而集体办、
部门办的幼儿
园，
还可以再上浮 15%，公办小小
班在同类型幼儿园收费标准基础
85544291
上上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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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五村龙昌里小区的住户
来说，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不再需要订购瓶装燃
气，
因为管道天然气正式“入
驻” 了。记者从厦门华润燃
气获悉，昨日龙昌里小区通
气，标志着莲花五村片区的
13个小 区全 部 通管 道天 然
气。
莲花五村燃气管道工程
是全市已建成住宅小区管道
改造最难啃的“硬骨头”。工
程项目负责人介绍，在改造
过程中，市政配套中压管道
一度无处敷设——
—莲花五村
片区需敷设 2横 3纵中压管
道解决气源引入问题，而小
区道路狭窄，且地下布满各
种管线，根本找不到管位，华
润燃气公司花了近一年时间

¡¢£¤¥¦§f;¨©ª«Bf¬
'(RS Zde
在家短暂停留几天后，
7月9
日早上6点55分，援疆干部王婉
晔又坐上了前往乌鲁木 齐 的飞
机，
七八个小时后抵达乌市，
再坐
2个小时的车，她回到了吉木萨
尔。此刻，
迎接她的，
是高达40℃
的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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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王婉晔主动报名
援疆，
身边人都不意外。几年前，
一
次偶然的机会，
王婉晔成了厦门救
助站的义工，为一名比她女儿小3
岁的孩子辅导数学。与此同时，
到
边远山区支教的念头也在她心里
发芽。当时她最想去西藏支教，
但
支教要求有教师资格证，她没有。
于是，她做出了援疆的决定，
“做
点自己喜欢的事”。她的选择得到
了家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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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
王婉晔从未到过新疆。
初到吉木萨尔，
白茫茫的雪景、
连
绵的天山山脉、当地的美食等都
让其沉醉。但新鲜感之后，气候、
饮食等带来的不适相继出现。因
为干燥，头两个月王婉晔断断续
续流鼻血。
王婉晔现在吉木萨尔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任副局长，每周
上6天班，每3天值班一次，
24小
时待命。为确保随叫随到，
值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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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疆干部的付出得到了当地
人的肯定。4月8日，王婉晔在朋
友圈分享了自己的打车经历。当
天上午，
她出门打车，
司机见她便
问：
“你是厦门的吧？是来援疆的
吧？”下车时，司机坚持不收钱。
王婉晔只好将零钱留在车上。她
告诉记者，
新疆人很热情，这样的
事已经发生了多次。
除了任职岗位工作和援疆指
挥部工作外，援疆干部还有一个
任务——
—“结亲戚”，
即与当地少
数民族家庭交流活动，
联络感情。
王婉晔的“亲戚”是一个维吾尔
族家庭——
—阿布都热松·巴利一
*+,-%kstunvw 家。进疆4个多月，王婉晔去过
闽南人在新疆，
有诸多不适， “亲戚”家6次。儿童节、
“亲戚”
但他们乐观面对，
积极克服。在其
家孩子生日，她都不忘准备礼物
他援疆干部眼里，王婉晔工作认
送去。如今，
阿布都热松·巴利都
真负责，
乐观开朗，
幽默风趣。她
亲切地称王婉晔为“姐”。
却说，
这是苦中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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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婉晔衣服都不敢换。
作为本批援疆队伍中唯一一
个来自建设系统的专技人员，她
还肩负着厦门市对口支援吉木萨
尔县建设项目资金组的工作，负
责援建项目质量、进度的把关及
进度款的支付工作。由于气候原
因，
当地的施工期很短，
一般只有
4-10月份适合施工，
因此，
为了及
时拨付援疆资金，
确保工程进度，
即使在炎热的夏天她也必须坚持
下工地检查工作。7月10日，
她回
到吉木萨尔的 第二 天 ，就顶 着
40℃高温检查了两个在建工程。

才解决了问题。此外，
莲花五
村建于上世纪 90年代，小区
地下管线图、楼栋总平图等
资料收集非常困难，每个小
区的图纸资料收集都耗费了
数月时间，严重影响了庭院
管道图纸设计及详规制订，
同时也制约了工程进度。
据了解，莲花五村燃气
管道工程涉及龙华里、龙盛
里、侨鑫公寓、新金华园、鑫
利花园、龙昌里、龙翔里、莲
花花园、福星花园、安溪大
厦、龙翔花园、军供花园、建
群花园 13个小区，共计用户
3464户。该工程于 2013年
开始筹划，于 2014年 8月 5
日启动。经过近 3年的不懈
努力，华润燃气的建设者们
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解决
了莲花五村这片老旧小区的
通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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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 相生 ”——
—当 代 水 墨
作品展征集活动近日顺利落
幕，主办方厦门水鼎美术馆
从本次征集中收到的 581位
艺术家投稿的 1016幅作品
中，遴选出 49位艺术家的
49幅艺术作品，今起到 7月
21日，在位于湖里联发华美
空间文创园厦门水鼎美术馆
和位于厦门机场 T4航站楼
出发层的厦门水鼎美术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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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展出，喜欢艺术的朋友可
以前往欣赏。
另外，厦门水鼎美术馆
发起的“心”计划行为艺术，
准备用 5个月的时间，在位
于厦门机场 T4航站楼出发
层的厦门水鼎美术馆，让参
观者用水墨留下自己书写的
“心”字。最后一个月，美术
馆会将收集到的“心”进行
集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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