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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3日：多云，傍晚到夜里转阴有小雨。10～21℃天气天气天气天气
预报预报预报预报

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

1234512345
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质量可以接受，某些污染物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
康有较弱影响。首要污染物：PM2.5。

2月4日：阴转多云。 9～15℃

崇和电影2月影讯
片 名 国家/类型 上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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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州新崇和影城 电话：88207788

《熊出没•原始时代》国 动画/喜剧/冒险 2月5日

《飞驰人生》 国喜剧 2月5日

《神探蒲松龄》 国喜剧/动作/奇幻 2月5日

《流浪地球》 国科幻/剧情 2月5日

《疯狂的外星人》 国喜剧/科幻/剧情 2月5日

《新喜剧之王》 国剧情/喜剧 2月5日

《廉政风云》 港剧情/犯罪/悬疑 2月5日

《小猪佩奇过大年》 国儿童/喜剧/动画 2月5日

《一切如你》 国剧情/家庭 2月9日

《一吻定情》 国爱情/剧情 2月14日

新片推荐
2019年农历春节档电影歌曲汇总（二）

《疯狂的外星人》：《银河Disco》、同名主

题曲《疯狂的外星人》。

《廉政风云》：《春风秋雨》。

《春风秋雨》：“遥遥路远梦也许疲倦。

回望风雨中，步向明天。春风秋雨，交

织个未完故事。风中飘过，匆匆岁月。

无奈世事常变幻，原没终点。”

《小猪佩奇过大年》：同名主题曲《小猪

佩奇过大年》。

同名主题曲《小猪佩奇过大年》。：“我是

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365天

的思念，一转眼又是一年，365天就在

今天，欢欢喜喜过大年。”

■责任编辑：高再娇 联系电话：0576-85111333

鹿城鹿城内外内外

◆平安临海◆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春节

临近，为保障电力设施和家庭用电
安全，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从一
月初开始进村入户，为广大村民送
上安全可靠的用电服务。近日，记
者在河头镇岩坑村看到，市供电公
司括苍供电所的工作人员们在村
里摆摊设点，为村民们讲解安全用

电的知识，并组织工人师傅为村里
的用电线路进行大巡检，确保每一
处用电安全隐患得以排查整改到
位。

在村民姚美苏的家里，几位工
人师傅正在检修用电线路，并更换
了新的安全用电设施。“我很少在家
住的，平时都在宁波帮忙带孩子。
马上要过年了，我才特地早点回家
收拾屋子。这些电线长时间不用
都老化了，我自己又弄不来，现在
有师傅帮忙检修电路，真是太好

了！”姚阿姨笑着说道。
和姚阿姨一样，岩坑村的782

位村民里，有一半以上都是常年在
外的。到了春节，这些村民大部分
都会返乡，而常年不用的用电设施
是否安全、村里人多了电压还够不
够，这些就成了村民们担心的问
题。“眼下有工作人员到我们村里检
修线路、排除安全隐患，有效解决了
村民们的当务之急。我代表岩坑村
村“两委”，对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
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河头镇岩坑村

党支部书记朱立敏告诉记者。
据悉，春节前夕，对于返乡人员

集中的村镇，市供电公司加大了电
网的投资力度，并提前对用电线路
进行改造、变压器增容等工作。“目
前在我市西片电网投资了1200多
万元，新建和改造配电台区45个、
线路70公里，有效满足村民们的用
电需求，提升安全用电水平，为广大
村民过一个平安欢乐的新春佳节提
供强有力的用电保障。”市供电公司
括苍供电所所长金双勇说。

守 护 万 家 灯 火
电力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春节安全供电

本报讯 （记者应琪瑶）随着
春节的日益临近，燃气用气进入高
峰期，同时也进入了事故多发期。
为加强燃气安全管理，1月30日，
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组织工作人员
在欧尚超市、银泰城等地开展入户
式燃气安全检查行动。

行动中，华润燃气工作人员走
入欧尚和银泰城的餐饮商铺，重点
检查燃气是否使用规范、灶具管线
连接是否牢固等方面。在检查中，
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店铺存在燃气
设备旁堆放杂物的情况。对此，工
作人员要求立即整改，随后还为店

铺相关责任人详细讲解安全用气
基本常识，一再叮嘱燃气使用完毕
后，应马上关掉总闸，避免漏气造
成安全隐患。

燃气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治理
的重要内容。据介绍，自1月中旬
起，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对我市学校、

事业单位和商业综合体等地多次开
展燃气安全检查行动，排除安全隐
患，防止燃气事故发生。“近期，我们
通过开展节前燃气安全检查和安全
用气宣传，保证用户安全使用燃气，
确保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
春节。”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拧 紧 燃 气“ 安 全 阀 ”
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入户式燃气安全检查行动

◆年味记忆◆

●每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集市是上盘镇年前的最后一个购物
日，为了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安全满意的购买节日物品，上盘镇联合派出
所、头门港交警中队对镇区进行车辆管控、人流疏通以及秩序维护,这
些平凡的身影坚守在各自岗位上，用行动守护着万家灯火。

（金晓欣 陈青青）

本报讯 （记者胡燕云）婉转
悠长的越剧唱腔，此起彼伏的喝
彩声，日前，喜庆欢快的气氛充斥
着河头镇前山一村的朱氏祠堂，
村民们享受着精彩的越剧表演，
感受着乡村浓浓的年味。

现场人头攒动，回乡的年轻
人带着老人和孩子，坐在戏台前
津津有味地看着戏。台上的花
旦、小生用扎实的唱功演绎着《盘
夫索夫》《新狸猫换太子》《绣球
缘》《孟丽君》《玉蜻蜓》等家喻户
晓的经典唱段，在唱念做打中为
村民们送上文化大餐。“戏曲一向
深受村民的喜爱，乡下的阿公阿
婆走不了远路，我们特地排了一
些经典的唱段下乡表演，让他们

看到我们的艺术风采。”市名城艺
术团团长冯新裕说。

亲朋好友，男女老少，左邻
右舍聚在一起看戏，其乐融融过
大年，这也是当地的一大风俗习
惯。戏曲表演开始前，周边的村
民闻讯赶来，“我特别喜欢听戏，
但是很久没有在村里看过戏了，
听说这三天有表演，我特别高
兴。”村民朱望远大爷难掩喜悦
之情。

正是这场戏曲表演的意义所
在，年关将近，年味渐浓，它让不
同年龄层次的村民在越剧艺术中
找到心灵归属感，村民们也在谈
论唱段中增加了交流、增进了感
情。

唱大戏过大年

2月1日下午，来自哲商小学的志愿们走进市客运中心，为返乡旅
客提供搬运行李、引导进站等一系列暖心服务，帮助旅客解决旅途中遇
到的难题，温暖旅客的回家之路。 应琪瑶摄

本报讯 （记者高再娇）民间
素有“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的
习俗，以此来表达除旧迎新的意
愿。眼看新年在即，然而对于早出
晚归的“上班族”而言，这样的传统
习俗只能“请人代劳”。由此，春节
前的家政服务需求日渐趋紧，提前
预约已是常态。

“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每
到快过年的时候，爸妈一声指令，
一家人就开开心心地一起大扫
除。”回忆起儿时的扫房传统，现年
50多岁的陈大妈记忆犹新。她感

慨道，以前每年最期待的时刻如今
成了一种“负担”。“现在，年前的工
作都很忙，父母年纪大了，孩子又
不在身边，一家人聚在一起都难，

‘扫尘’更是有心无力。”
但是，陈大妈认为，虽然不能

参与到具体的劳动中，但是传统的
“扫尘”习俗不能丢。近几年，年前
的这次大扫除，她都会让家政服务
人员上门，给自家里里外外，好好
打扫一遍。多年下来，她还总结出
了经验，“现在‘请人代劳’已经是
普遍现象，每年必须提前预约，‘下

手’晚了就请不到人了。”
陈大妈的经验得到了一名资

深家政从业人员的肯定。在大洋
街道高桥小区，一家开业近20年
的家政公司里，负责人称，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升，家政需求量日益增
大，每到过年前，不少老客户都会
提前半个月预约年内大扫除，现在
人手明显紧缺，价格也有所上涨，
平日里是25元/小时，现在是30元/
小时。

一旁的家政服务人员王女士
也说，“跟往年一样，今年过年前需

要大扫除的客户特别多，订单已排
到年三十。一天下来，腰都挺不直
了。”

同样的，一家位于大洋街道商
业街的家政公司也是“满档”状态，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入腊月，
该公司就进入了“春节模式”，家政
服务人员每天都是“连轴转”，春节
前的“扫尘”服务早已订满，这其
中，老年人和上班族是主要客户。
对于越来越追求生活舒适度的现
代人来说，家政服务帮他们解决春
节前无人、无时间、无精力的困扰。

传统“扫尘”渐变迁 家政服务趋紧俏

春节临近，杜桥镇知建村的很多村民开始赶制麻糍。借着冬日的暖阳，
制作现场到处洋溢着迎接春节的幸福味道。纯手工制作的麻糍香甜软糯，
光滑细腻，老少皆宜，是春节等传统节日必备食物。 李萍娟摄

本报讯 （记者孙海康）春未
到，花鸟市场却已春意盎然。

昨日，记者走进位于金秋路的
花鸟市场，只见姹紫嫣红，花团锦
簇，让人仿佛置身花海中；络绎不绝
的市民进进出出，或精心挑选花卉
绿植，或买好心仪的花卉绿植后，满
面喜气地离开。红火喜庆的春节，
也红火了花卉绿植市场。

“老板，就这两棵‘黄金万两’，
我付好钱，你帮我叫辆车。”王女士
转了一圈花鸟市场后，最后看中两
盆名叫“黄金万两”的绿植，花了
460元买下运回家。记者了解到，
被称为“黄金万两”的绿植学名为朱
砂根，属常绿矮小灌木，叶似冬青，
果如豌豆，密集生长，经久不落，眼
下成熟期呈鲜红色，经造型后喜庆
大气。“过年了，家里放些花卉绿植
既添喜气，又养眼。往年我买鲜花，

各房间都插上一二束，今年想着鲜
花花期短，绿植观赏期长，所以就选
了绿植。”王女士告诉记者。

“年关到了，花卉绿植的销售高峰
也来了，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花卉特
别俏销。”花铺店主李先生告诉记者，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花鸟
市场不断升温，新春为家里添置生机
勃勃的花卉绿植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
常规动作，实惠的蟹爪兰、长寿花、杜
鹃花等，是普通民众的大爱；蝴蝶兰、
蕙兰及经过造型的梅花、腊梅等，则被
许多人用来装点书房、客厅等，提高房
间的品位，价格则相对高一些。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大型超市
也都开辟出或大或小的绿植销售区
域。“绿色充满生机的植物总能吸引
人的注意力，新春到来，不少顾客在
我们超市买好东西后，路过绿植区，
都会放缓脚步过来看看，中意的就
会顺带一盆回家，送人或自己装点
居家环境，因此销量不错。”联华超
市一店员告诉记者。

年关到 花卉绿植受热捧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市非遗

中心了解到，大年初三至初六，将
有一场“春节非遗赶大集”盛会在
灵湖得月园举行。活动以传统庙
会的形式，设置“百工技艺区”“府
城小吃区”“非遗展演区”等板块，
除了传统非遗展演节目外，还有可
吃可玩的非遗项目等待市民参与。

据悉，本次参与的传统手工技
艺和府城小吃，除了有临海剪纸、
永利木杆秤、岭根草编、蛋清羊尾、
麦芽糖等耳熟能详的非遗项目，还
有今年刚刚被列入市级非遗保护
名录的木版年画和江南结艺。

今年春节的“非遗展演区”将
是最令人神往的。据悉，此次活
动分别安排了两套不同风格的表
演。初三至初四有黄沙狮子、临
海词调、下沈跳马、府城丝竹、府
城民谣等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
项目；初五至初六则安排了以省
级非遗项目大石车灯戏为主的表
演，届时，刚刚登录台州春晚的大
石车灯戏的新戏《贺新郎》也将与
临海市民首次见面。

另悉，此次“临海非遗赶大
集”已是第二届，以后还将在不同
地点持续开展。 （项 娇）

这个春节
一起去赶非遗大集

一盆盆蝴蝶兰盆栽被摆放到显眼的位置。
谢 希摄

根据浙江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总工会2019年浙江省劳动模
范和浙江省模范集体评选表彰方案的通知》（浙政办发〔2019〕3号）
文件精神和要求，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职工群众的意见，接受社
会公众监督，现将我市2019年浙江省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拟推荐
对象名单予以公示，并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月8日。
二、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

式，向市劳动模范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反映公示对
象的情况和问题。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单位公章，提供联系
电话；以个人名义反映的，请签署或自报本人的真实姓名，提供联
系电话。

三、反映公示对象的情况和问题，要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的原则，不得借机诽谤。

四、受理方式：
联系电话：0576-85112647，传真：0576-85115773
电子邮箱：452551383@qq.com
地 址：临海市凯歌路8号市总工会413室 邮编：317000

临海市劳动模范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2月2日

临海市2019年浙江省劳动模范
和模范集体拟推荐对象公示通告

一、2019年浙江省劳动模范拟推荐人选名单（共6人，其中备
选1人）（排名不分先后）

潘巨林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秀娟（女） 临海市括苍镇剪纸博物馆馆长、

临海市城西中学劳技教师
李小冬 浙江临海市回浦中学书记、校长
颜丽菊（女） 临海市特产技术推广总站技术员
陈加月 浙江大洋建设集团安全生产组长
王光挣（备选）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班组长
二、2019年浙江省模范集体拟推荐对象名单
临海市财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