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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空气质量可以接受，
某些污染物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
空气质量：
群健康有较弱影响。首要污染物：
PM2.5。

社政老师杨芬琴：
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我的 2017◆
编者按：弹指间，2017 已经过
去。回顾这一年，无论是二胎妈
妈、退休老人，还是教师、医生，我
们都步履匆匆，不曾停歇，有收获
也有遗憾。总结过去，才能更好
地展望未来。今天开始，本报推
出《我的 2017》系列报道，将镜头
对准平凡的你我，记录其中的酸
甜苦辣，
昂首迎接 2018 的挑战。

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2017 正
式结束，大家都迈入了崭新的 2018

□本报见习记者
年。回首 2017，当了几十年社会与
政治老师的杨芬琴说：
“生活总不会
辜负努力的人，我辛苦付出，收获多
多。
”
这 一 年 ，又 有 一 届 学 生 毕 业
了。每届的学生都有不同，这一届
给杨老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的课
代表小赵，那是一个成绩优异，却喜
欢和老师们“斗智斗勇”的学生。初
一时，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骄
傲，小赵对于事情经常有着自己的
看法。杨老师在课堂上讲题目的解
题思路时，小赵热衷于自己另寻解
题方法，和老师唱唱“反调”。经常
是，杨老师叫她往东，她却一定要往
西。
但是，三年时间的相处相伴之

丁卉灵

后，小赵和她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深，
等到毕业时，两人之间已经成了非
常亲密的亦师亦友的关系。毕业
后，小赵还和她保持着联系，碰到节
假日还会送上温馨的问候，这让杨
老师非常感动。
同样的时间里，心爱的女儿结
束了高中生涯去外地读大学。回想
当初帮女儿选择志愿，杨老师说：
“那是一年中最辛苦的时刻了，当时
正赶上教育改革，每个学生可以填
报八十个志愿，这可愁怀了我，整整
两天两夜都没有合眼。一直在帮女
儿挑选合适的专业，为她分析这个
专业的优劣、未来的就业方向等，再
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
最辛苦的是女儿上大学这件

事，最幸福的也是女儿上大学这件
事。经过了 12 年的寒窗苦读，杨
老师的女儿小高终于以优异的成
绩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开学
的第一天，杨老师怀着骄傲的心
情早早地把女儿送到学校，并在
这座女儿即将呆四年的城市转了
转，顿时觉得之前的辛苦付出都
是值得的。
如今，家里的一件大事已经圆
满结束，杨老师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投身到她热爱的教育事业，在学
校食堂简单地吃顿晚餐就给学生们
上晚自习，每周六也经常义务加班
给学生补课，只是希望在崭新的一
年里，帮助更多的学生圆他们的大
学梦。

近日，台州学院附中汉字听写
社团的五位小将经过台州市初赛、
半决赛的选拔后，进入台州市汉字
听写大赛总决赛。比赛中，他们以
稳定的心态沉着应战，力克劲敌，
最终夺得本次大赛的冠军，展现了
该校学子良好的语文素养和汉字
书写功底。至此，该校已取得了该
赛事三连冠的好成绩。
孙海康摄

清晨无需惧寒意
本报讯 1 月 9 日清晨 6 点，完
成清晨清扫任务的几百位环卫工人
们陆续回到各自的中转站，惊喜地
发现，迎接他们的是一碗碗热气腾
腾的八宝粥。
这是市女企业家协会的志愿者
们组织的冬日向环卫工人送温暖活
动。从 1 月 2 日起至 1 月 9 日，每天
早上 6 点，志愿者们将煮好的八宝粥

凸显山水名城
（上接第1版）要以水为脉，
尽早启动庙
龙港建闸工程；
要实行跨江发展，
将古
城旅游从“东湖”时代迈向“灵江”时
代；
要严格遵守 5A 标准，
精心修复古
城原真风貌。此外，
还应重视网络、
新
媒体营销推介和旅游形象广告策划。
提案提交后，
被列为市政协 2017
年度重点提案和市领导重点督办件，
交由市旅游局承办。市旅游局党组高
度重视，
采取
“交办、
对接、
复议、
面商、
答复”
五个办理环节，
积极将提案中所
提出的的良好建议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去。

八宝甜汤暖身心

送往江滨路、天宁路等中转站和荷
花路停车场，为上早班的环卫工人
们提供热粥，并贴心地将粥分成了
甜、咸两种。志愿者们说，环卫一线
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起早摸黑，比
别人更早出门，更晚回家，用自己的
辛劳与汗水给大家一个优美的环
境。近期天气寒冷，能够为环卫工
人 送 上 一 碗 热 汤 ，也 是 大 家 的 心

意。同时也希望社会更多的企业与
爱心人士能多加关注一线环卫工人
与更多的弱势群体，共同参与到关
爱、关心活动中来。
进入 1 月份以来，气温持续走
低，天气寒冷潮湿，也为环卫作业带
来诸多不便，能够在工作之后喝上
热乎乎的八宝粥，环卫工人们的心
里也十分感激。在天宁路中转站的

项目建议书编制和关键技术论证，
“一
江清水绕古城，
人文美景两相宜”
的美
好蓝图已基本绘就。
在修复府城原貌方面，
目前，
我市
正在进行创
“5A”
景区冲刺阶段的相关
工作。借着创“5A”的契机，我市将
“5A”
创建与古城保护、
文化传承相结
合，
充分挖掘府城文化内涵，
积极做好
规划布局、
府城建筑保护等工作，
并通
过打造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精品游线、
设立临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基地等
形式，
让文化遗存得到
“活化”
。
在营销推介与旅游形象策划方面，
近年来，
我市积极开展线上

临海市总工会招聘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公
示
为进一步扩大民主，
广泛听取群众意
见，
选用好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根据《台州
市 2017 年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招聘工作方
案》的规定，
通过笔试、
面试、
体检、
考察后，
现对以下拟录用人选进行公示：
叶翔，
男，
汉族，
1987年8月出生，
大学
学历，
临海市古城街道花街社区人，
现为自
由职业者。
黄妍斐，
女，
汉族，
1992年9月出生，
大
学学历，
临海市桃渚镇车头村人，
现为自由
职业者。
钱林星，
男，
汉族，
1983年7月出生，
大
学学历，
临海市白水洋安桥村人，
现为临海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职工。
王忆丹，
女，
汉族，
1989 年 11 月出生，
大学学历，
临海市大洋街道国庆村人，
现为
台州医院职工。
汪翔，
男，
汉族，
1990年6月出生，
大学

几位工人纷纷说，虽然每天的工作
很辛苦，但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也能不断地得到大家的关心、关爱，
心里感到很温暖，苦点累点也不觉
得了。同时，希望大家能继续体谅
环卫工人的工作成果，不在公共场
所乱丢垃圾，文明出行，共同维护好
我们城市的环境卫生。
（何贤永 原 源）

加快旅游转型升级

在顶层设计方面，
去年，
我市召开
了高规格的全域旅游发展大会，
并下
发旅游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
全市旅
游管理体制一直在不停地探索和调整
中。市旅发公司的重组、
东湖和长城
景区经营权的划转，
有力推动了台州
府城创
“5A”
工作的开展。另外，
牛头
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已搭建班子开始
独立运作，
桃渚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体
制也在深入研究中。
在推进灵江两岸旅游发展方面，
“水上临海”
建设已列入市委、
市政府
重要议程；
灵江扩排挡潮工程已完成

学历，
临海市大洋街道洛河村人，
现为自由
职业者。
李美飞，
女，
汉族，
1984 年 11 月出生，
大学学历，
临海市杜桥镇垦岙村人，
现为上
盘镇便民服务中心职工。
谢霞，
女，
汉族，
1990年9月出生，
大学
学历，
临海市大田街道上街头村人，
现为台
运文化传媒职工。
蔡敏飞，
女，
汉族，
1986 年 10 月出生，
大学学历，
临海市白水洋镇箬孔村人，
现为
白水洋镇人民政府职工。
如有情况需要反映的，请于三日内
（2018年1月12至16日）向临海市总工会（凯
歌路8号）口头、
书面或通过举报邮箱反映。
举报电话：
85115831
举报邮箱：
jffeng@126.com
临海市总工会
2018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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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线下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强势推进
“千年古城更忆临海”的城市品牌形
象。比如在上海、
杭州、
江苏等客源市
场投放公交车体广告，
及机场、
高铁、
地
铁广告，
举办
“千年古城 更忆临海”
全
国摄影大展评比、
唐古拉斯括苍越野赛
等活动。在线下宣传的基础上，
临海旅
游微博、
微信公众号也同步跟进，
迅速
扩大受众面。
“旅游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
界的关心和支持，
希望大家能继续关
心支持旅游工作，
多提宝贵意见，
以便
更好地推动临海旅游事业的发展。
”
市
旅游局局长刘勇说。

遗 失 声 明

2018 年 1 月 12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高再娇 联系电话：0576-89366747 ■版式设计：娄宇红

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大行动

杜桥镇迅速贯彻落实
市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杨红枫）1 月
9 日上午，市第十四届党代会第
二次会议胜利闭幕，当日下午，
杜桥镇就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
议，传达党代会精神，部署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大行动，以实际
行动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
杜桥镇是我市传统的商贸
重镇，正经历着由城镇向小城市
的蝶变。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杜桥人民群
众最关心的问题。杜桥镇党委、
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从去年 10
月以来，先后组织召开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动员千人大会、
机关干部会、工作推进会等，利
用多种形式，开展大容量、多角

大临海要有新形象
（上接第 1 版） 开工建设熊出没
灵湖小镇、总部商务区二期，
推进台州医院新院区、文化广
场等一大批项目建设，做好台
州理工学院等项目前期工作。
建成双林南路等城市道路，打
通柏叶路东段、大洋路东段，
开工建设城市垃圾焚烧发电二
期工程；实施城市景观提升工
程，完成南、西、北入城口和
东方大道等道路景观提升改
造，推进灵湖龙盘山公园建
设，新建城市绿道 5.2 公里。以
实施灵江扩排挡潮工程建设为
突破口，加快推进灵江两岸开
发；以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创
“5A”景区为契机，加快古城
保护开发，推进巾山、北固山
景区改造提升，实施台州府城
景区亮化工程，开工建设紫阳
街历史文化展示区改造工程(二
期)。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为
抓手，紧紧围绕“一加强三整
治”的工作要求，优化完善城
镇环境卫生设施，努力实现街
面环境、镇容镇貌、城镇管理
水平“三提升”。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
在要求。市委、市政府农村工
作办公室主任张杰认为，一定
要把美化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
2018 年，美丽乡村建设既要重
整体又要抓特色。以点带面、
整乡整镇和点线面片相结合抓
推进，把“盆景”变成风景，在
整体区域上全面改善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和群众生活品质。立
足村庄全域景观化，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经营，挖
掘特色、打造特色、展示特色，努
力把农家建成精致小品，把村庄
建成特色景点，把沿线建成风景
长 廊 ，把 市 域 建 成 美 丽 景 区 。
2018 年，要建成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镇 1 个、示范村 3 个、精品村
35 个以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如何落地？临海的答案是：
千方百计为人民创造舒适生
活。2018 年，我市以群众最期
盼的“关键小事”入手，实施厕
所、垃圾、物业、燃气、交管“五大
革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局长陈大才对群众最关心的厕
所革命和垃圾革命作了详细解

●临海市公安局沿江派出所遗失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
缴 款 书（收 据）1 张（共 五 联），票 据 代 码 ：11101，票 据 号 码 ：
1501757723，声明作废。

（财税大楼东南面外墙设立LED显示屏）
1.设施地点：临海市财税局 LED 显示屏
2.设施尺寸：16 米（长）×9 米（高）
根据《行政许可法》
《浙江省广告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现定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 月 18 日在设施设置现场
进行横幅公示，相关利益关系人如有不同意见，请在此公示期内
持有效身份证件、影响利益的相关证明材料，以书面形式向我局
办公室提出合理、合法意见或建议。联系地址：巾山东路 112
号；联系电话：85188039。
临海市地方税务局
2018 年 1 月 10 日

读。他说，2018 年，要按照“布
局科学、数量达标、标准统一、管
理规范、服务优质、群众满意”的
目标，通过接手新建住宅小区具
有对外开放条件的公厕、新建公
厕、改造老旧公厕等方式，完成
城区公厕新建 32 座、改造 67 座，
使城区公厕覆盖率基本达到《城
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垃
圾革命方面，通过实施城乡生活
垃圾源头减量专项行动、回收利
用专项行动、制度创制专项行
动、处置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文
明风尚专项行动等“五大专项行
动”，实现生活垃圾治理攻坚战
“一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五年
全面决胜”。 开展高标准分类
示范小区（村）试点建设，培育市
场，引入第三方服务公司，研究
开 发 智 能 APP，鼓 励 企 业 加 快
“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创
新，实行保洁、收运、处理一体
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城乡
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形成全社会
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浓厚氛围，
积极促进线上交投线下回收。
至 2018 年底，城乡生活垃圾回
收 利 用 率 30% ，资 源 化 利 用 率
80%，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 99%。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美丽临
海之基，2018 年，我市要通过提
升生态环境为美丽提质，争创国
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市
“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罗文说，2018 年，要以
两创建促进两转型实现两提
升。即以开展“美丽河湖”和
“零直排区”创建为抓手，促进
工业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实现
市域水环境整体提升和老百姓
亲水获得感提升。同时要实施
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提高污
水处理能力；加大配套管网建
设力度，做到污水应截尽截应
处尽处；开展河长制标准化行
动，做到每条河都有健康守护
责任人。此外，记者在党代会
报告发现，2018 年，我市将继
续铁腕推进“三改一拆”、治危
拆违，开展城镇危旧房大排
查、大整治，坚决遏制新增违
建，争创“基本无违建市”。同
时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
蓝天保卫战，让临海的天更
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崇和电影 1 月影讯
片

户外设施公示

度、全视角的宣传教育，在全镇
上下形成了“全民关注、全面支
持”的氛围。接着，杜桥镇又高
起点编制镇区环境综合整治规
划，计划在 3 年时间内投资 5 亿
元，在全镇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
浩大的“环境革命”。市第十四
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提出要聚
焦城乡统筹，打造大花园，建设
山海水城新典范。杜桥镇党委、
政府认为，杜桥要抓住机会、趁
势而上，进一步推进环境革命，
把杜桥打造成临海的精品城镇。
据了解，杜桥镇此次环境综
合整治大行动为期 9 天，重点打
击新增违法建筑，并加强消防检
查整改。

名

国家/类型 上映时间

《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 美/科幻冒险
《大世界》
国/动动画
《太空救援》
俄/动作科幻
《卧底巨星》
国/动作喜剧
《无问东西》
国/爱情喜剧
《勇敢者游戏：绝战丛林》 美/动作冒险
《英雄本色2018》
国/动作剧情
《公牛历险记》
美/喜剧动画
《谜 巢》
国/动作冒险
《奇迹男孩》
美/家庭剧情
《移动迷宫3：死亡解药》 美/动作科幻

1月5日
1月12日
1月12日
1月12日
1月12日
1月12日
1月18日
1月19日
1月19日
1月19日
1月26日

临海崇和影城 电话：
85381166
临海大洋影城 电话：
85678811
临海江南影城 电话：
85671100

本周影片推荐
1.《二代妖精》
身负巨债的动物饲养员袁帅（冯绍峰饰），
为
了还清百万巨债，
他四处与富家女相亲，
却误打误
撞爱上来人间报恩的狐妖白纤楚（刘亦菲饰）。妖
怪管理局局长云中鹤（李光洁饰）为阻止人妖相
恋，
派魔都小分队洪思聪队长捉拿违规狐妖白纤
楚，
袁帅为了寻回爱人狐妖，
勇闯妖界。

2.《解忧杂货店》
讲述了在一家僻静街道旁的杂货店，
只要写
下烦恼投进店前门卷帘门的投信口，
第二天就会
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答。某个夜晚，
三个身
在迷途的年轻人阿杰、
小波、
彤彤无意闯入，
没想
到开启了时光隧道，
从收到来自过去的第一封咨
询信开始，
在不断的回信和收信过程中，
过去链接
了未来，
犹豫是否该坚持音乐梦想的秦朗、
是否该
和家人因逃债远走他乡的浩博、
是否应该放弃舞
女工作的晴美都从他们的回信建议做出了选择，
找到了心灵的方向，
不经意间也串联了所有人的
人生。同时这三个年轻人也收到了对于自己困惑
的解答。

3.《妖铃铃》
无良地产商父子徐大富（沈腾饰）和徐天宇（岳
云鹏饰）一心想争夺豪华 CBD 中一幢破旧居民楼
“萌贵坊”
的产权，
但萌贵坊内仍存四户怪咖不愿搬
出—神医王保健（张译饰）和他的儿子鸡丁（李亦航
饰）、
民间发明家夫妇李菊花(papi饰)和金三(潘斌龙
饰)、
网红主播阿萍(焦俊艳饰)、
以及过气古惑仔阿
仁(方中信饰)和阿明(吴镇宇饰)。某个月黑风高的
夜晚，
怪事接连发生，
僵尸，
丧尸，
吸血男爵，
红衣女
鬼接踵而至，
陷入恐慌的
“留守怪咖”
请来江湖上人
称
“万能大师”
的铃姐（吴君如饰）帮他们化解危难，
没想到铃姐却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