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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和电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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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宠物是大象》 国喜剧/剧情 4月12日
《欲念游戏》 国剧情/悬疑/犯罪 4月12日
《原来如此》 国悬疑/惊悚 4月12日
《菲凡记忆》 国喜剧/爱情/奇幻 4月12日
《祈祷落幕时》 日剧情 4月12日
《远去的牧歌》 国剧情/西部/冒险 4月12日
《最佳男友进化论》 港喜剧/爱情 4月12日
《暗语者》 国剧情 4月12日
《海风吹过零丁洋》 国 剧情 4月12日
《虫林大作战》 法国/卢森堡动画/冒险 4月13日
《双生》 国爱情/悬疑 4月19日

《虫林大作战》根据知名动漫画家
安东·克林斯的畅销系列书《小虫虫的
异想生活》改编，讲述了流浪的蟋蟀阿
波罗机缘巧合来到了一座神秘花园，
遇到一群有趣可爱的昆虫，同他们一
起在花园中发生的一个关于友情和勇
气的故事。

电影《双生》讲述了艺术学校学生
李品，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下获得了一
份为期一个月的兼职工作，工作内容
是为马上迎来自己生日的女孩涛画肖
像画，为此他来到了一处偏僻的豪
宅。素不相识的两位年轻人因此结
缘，一段青春的邂逅就此展开，然而在
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李品逐渐发现了
这栋房子里似乎还隐藏着一些不为人
知的秘密，而他与涛之间的关系也逐
渐变得微妙起来。

新 片 推 荐

4月15日：晴到多云。 1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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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4月16日：阴有阵雨或雷雨。 8～19℃

■责任编辑：高再娇 联系电话：0576-85111333

●出口去荷兰鹿特丹的提单号为 00481400，船名航次为 AL
JASRAH / 010W，箱封号为TEMU7271340 / HLB6171357的正本
提单因不慎遗失，特此登报三天，声明作废。

●临海市墨语食品超市遗失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10
月 18 日 核 发 的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3310820135522，声明作废。

●临海耀达店编209895李卫飞，遗失特百惠（中国）有限公司开
具保证金5000收据壹张，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从警16年来，他默默坚守在刑

侦岗位上，无私奉献，不求回报。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却用实际
行动书写着责任和担当；没有豪言
壮语，却时刻将群众的冷暖挂在心
间；没有耀眼的功勋，却赢得了单
位上下的一致赞赏。

何贤敏，古城派出所刑侦中队
民警，先后被评为市公安局十佳优
秀人民警察、优秀共产党员；过去
的5年间，4次被评为市公安局优秀
公务员。熟识他的人都知道，对于
刑侦工作，他有着三个“独门诀
窍”，即动真情、下工夫、破大案。

心系群众
巧打妙用“感情牌”

近日，何贤敏收到了一位罪犯
的来信。信中，罪犯常某向他求
助，拜托其帮忙往看守所的个人账
户里存钱。“这是我们一位同事接
手的盗窃案，罪犯是个惯犯，与我
打过几次交道。在派出所里讯问
的时候，别的同事怎么问，他都不
肯开口说话，就唯独和我挺好，”何
贤敏笑着说，“在看守所后，他也经
常给我写信，让我帮忙。虽然存钱
的流程是比较繁琐的，但只要能帮
到他，我也都会尽量去做。”

多年来，何贤敏接触过的惯犯
不在少数，凭借着自身的工作经
验，他归纳出了走进他们的独特技

巧：“对于这些罪犯，我们就得下足
工夫，将他们的犯罪前科、成长经
历、案犯证据、内心想法等各方面
都摸透，同时要有耐心，争取突破
其内心的触动点，用心做好他们交
代的一些要求，尽力帮助他们，赢
得信任。”

工作之时，何贤敏与不少疑犯
结下了深深的“情谊”。遇到惯犯
缺钱无法维持生计时，他自掏腰
包，帮助解决燃眉之急；碰到嫌疑
人心理有顾虑，不愿坦诚时，他动
情说理，消除其内心的“阴霾”；每
逢同事审讯嫌疑人无果时，他总是
第一时间出马，拿出“独家秘笈”，
让嫌疑人能够“开口说话”……“我
的初衷，其实就是想成为一个罪犯
心中信得过的人，让他们把经历过
的点滴牢记在心，并且改过自新，
不再犯错。”何贤敏说。

克难攻坚
专啃案件“硬骨头”

在何贤敏的办公室里，记者看
到，各类刑事案件资料整整齐齐地
堆放在桌子一角。对于眼前这些
大大小小的案件，他件件如数家
珍。多年来，他办理案件的积分排
名年年处于全所乃至全局前列。
2018年，何贤敏个人共刑拘23人，
起诉31人；今年，台州市创建“无盗
抢城市”如火如荼开展，何贤敏一

人的起诉人数就已达到13人。
能有如此突出的成绩，关键还

在于，何贤敏有着敢闯敢拼的毅力
与勇挑重担的责任心。他总是把
最难处置的警情、最难办理的案子
留给自己去办。

2017年，我市一丝绸漂染厂老
板被骗。罪犯利用仿造的国家机
密文件，并假借某国家机关负责人
朋友的身份，从事主处骗得好处费
40 万元。接警后，何贤敏迅速行
动，立即组织侦查队伍，深入北京，
开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
何贤敏发现，罪犯身兼多种“高官
身份”，且行骗技术高超，审讯时言
语狡猾，让人很难应付。这可怎么
办？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与嫌疑人
斗智斗勇，力争找出充足的证据，
让其无法辩解。最终，嫌疑人詹某
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去年，
我市辖区内发生一件恶性案件，当
时社会影响较大。尽管接到报案时
已是凌晨，但为了尽快告破案件，何
贤敏立即组建破案队伍，连夜侦查、
走访，经过9小时的侦查，犯罪嫌疑
人终入法网。不仅如此，何贤敏还
连根带出了多起盗窃案。

奔波一线
甘当刑侦“老黄牛”

“老何啊，他不知疲倦，只知道默

默付出，经常加班熬夜到很晚，从来
不求回报。”提起任劳任怨的何贤敏，
同办公室的同事都会不约而同地竖
起大拇指。因此，何贤敏也是同事之
中“人见人爱”的好搭档。

今年刚刚40岁的何贤敏，被同
事们口口声声称为“老何”。喊他“老
何”，一方面是因为他经常加班熬夜，
原本茂密的头发已日渐稀疏，看上去
有着一种与他实际年龄并不相符的
沧桑感；另一方面，从警多年来，他已
练就了过硬的专业本领，从一名刚入
职时的“小后生”，变成了刑侦一线地
地道道的“老黄牛”。

“现在刑侦队伍的工作量比较
大，各项规定也比较严格。但既然
从事了刑警工作，就要在其位，谋
其职，把工作做好，决不能给单位
拖后腿。”何贤敏说。对于工作，他
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坚定。他说，熬
过夜、通过宵，刑侦工作的紧张忙
碌、心酸苦楚历历在目，但每每看
到罪犯改邪归正，或是受害人苦尽
甘来时，自己就觉得，所有的辛勤
付出都是值得的，也只有这样，才
能无愧于“警察”这一称呼。

然而，由于工作繁忙，何贤敏
常常“缺席”家中两位孩子的学习
与成长。为此，他的内心时有愧
疚。“我很少能好好陪陪我的孩子
们，没能尽到一位父亲应尽的责
任”，话说至此，他微微哽咽，但他
认为，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民警，就
是给孩子们树立的最好榜样。

用情写担当 忠诚铸警魂
——记古城派出所刑侦中队民警何贤敏

□本报记者 蒋超颖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4月11
日是第23个“世界帕金森病日”。为
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帕金森
病，提高对帕金森病诊疗的认识，4
月10日下午，市第一人民医院举行
第一届临海市帕友会活动。

当天，近30名“帕友”齐聚一
堂，聆听帕金森病诊疗知识，与医
生近距离交流互动。在这里，他们
不再谈“帕”色变、自我封闭，而是
畅所欲言、互相鼓励，你一言我一
语中，交流抗“帕”路上的心得和感
悟。帕金森病的症状表现为静止
时手、头或嘴不自主地震颤，肌肉
僵直、运动缓慢及姿势平衡障碍

等，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
需要及时规范地接受治疗。目前，
帕金森病仍无法治愈，因此，患者
需要正确地认识这个“终身相伴”
的疾病，学会与它“友好相处”。

“帕金森病患者的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非常重要。我们医院
每周二全天都有帕金森专病门诊，
可以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专业
化的医疗服务。”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邵爱民表示。

现场，“帕友”们还在医师的指
导下学习了几个简单易学的康复
锻炼动作，相关科室医护人员则为
大家提供义诊、咨询等服务。

关注帕金森病
让生命不再颤抖

————
多城联创

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

街头街头巷尾巷尾

为助力我市创建“无盗抢城市”，近日，小芝派出所针对“盗抢骗”案
件，严格落实一案一回访制度，确保案案有反馈、事事有反馈；并针对被盗
群众，开展隐患排查，上门面对面传授防盗技巧，切实提高了广大群众的
防盗意识。 张刚英 高再娇摄

大雅临海
书香之城

春暖花开，不少家长选择带领
孩子走进博物馆，穿越时空与历史
对话，拓宽眼界增长见识。位于台
州府城墙上的临海市梦宝来博物馆
就吸引了许多孩子和家长前来学习
了解民俗文化。该馆由胡初跃和汤
玉芳夫妇创办，收藏展示各种不同
历史时期的民俗物件，免费对外开
放。去年，该馆经过市旅发公司出
资重新修缮后，焕然一新。

谢 希摄

本报讯 （记者卢呈橙 通讯
员金健）生活中，总会遇到几个心
术不正、好吃懒做的人，他们心存
侥幸，妄想不劳而获，却始终逃不
出法律的制裁。本案中，犯罪嫌疑
人的手段并不高明，不砸车不撬
车，不用技术开锁，只是趁夜深人
静，沿街挨个儿拉车门，碰运气盗

窃车内财物。而如此简单的手法，
竟能让他屡屡得手，涉案金额共计
7000余元。

4月8日凌晨，大田派出所接到
一群众报警，称其停在大田街道奋
进东街的大众汽车被人以拉车门
的方式盗走车内财物千余元。民
警立即前往现场开展侦查工作，通
过调取案发周边的监控视频锁定
犯罪嫌疑人：该男子在路边来回
走，见有车辆停放在路边，便会随
手拉一下车门，如果能拉开，就迅

速溜进车内实施盗窃。跟随其行
动轨迹，民警迅速在辖区朝阳村一
暂住房中将其抓获，并于房内发现
了钱包、手机、油卡、银行卡等赃物。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姓周，41
岁，江西人，是名盗窃惯犯，几年前，
便因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两次入
狱。去年12月份刑满释放后，他不
思悔改，在大田街道辖区内多次做
案。自2018年12月至今年4月，其
先后得手10余次。而民警在案件办
理过程中发现，由于车窗没有破损，

加之被盗财物不多，大多车主不知自
己的车被盗过，直到民警联系后才察
觉；个别车主，虽知车中财务遗失，但
因损失不大也未报警。

目前，周某已被市公安局刑事
拘留，“二进宫”的老贼由此变为

“三进宫”。民警在此提示广大车
主：停车后，切勿忘记锁车，并随手
拉拽一下车门，以确认车已锁好。
车内也不要存放贵重物品，一旦发
现车内财物被盗，不论失窃多少，
都应该及时报案。

刑满释放不思过 重操旧业“三进宫”

本报讯 （记者卢呈橙）“从我
做起，争当文明市民……不随地吐
痰、不乱扔垃圾、不乱贴乱画、不损
坏公物、不说粗话脏话、不损坏绿
化、不闯红灯和乱穿马路、不乱停
车辆、不乱搭乱建、不在公共场所
吸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文明

习惯……”4月11日下午3时，古城
街道白云社区内回荡起文明广播
声响，几名社区工作人员手提电喇
叭，播放起《临海市创建文明城市
倡议书》，紧随其后的十余名志愿
者则手持清洁工具，对背街小巷的
环境卫生及“牛皮癣”进行清理。

这是古城街道积极践行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志愿服务行动的一
幕，有声有色的志愿服务活动吸引
了周边群众的注意，增强了社区居
民人人参与的意识。在志愿者的
引导下，沿街商铺的工作人员主动
拿起扫把、畚斗对门前三包责任区

的杂物、垃圾进行了再清理；人行
道上横放的电瓶车主动归了位；楼
道口放置的垃圾袋、障碍物也在短
时间内消失。

“文明志愿服务贵在坚持，唯
有持之以恒才能带动更多的市民
参与。”白云社区志愿服务队队长
董慧聪告诉记者，创建文明城市是
一项极具感召力的行动，每一名志
愿者的热情，都会唤起更多人的文
明意识和责任意识。与街道内各
社区负责人一样，她积极号召区域
内的干部群众参与各类文明创建
及社会公益活动，而在“虹吸效应”

的催化下，街道志愿服务的参与氛
围日益浓厚、基础更为扎实，志愿
队伍也不断壮大。

据了解，3月27日至4月12日，
自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志愿服
务行动开展以来，古城街道已组织
开展背街小巷不文明行为劝导志
愿服务1500多人次。下阶段，古城
街道将继续组织开展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志愿服务行动，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街道上下形
成人人支持创建、人人参与创建的
浓厚氛围，以志愿服务力量助力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

古城街道
志愿服务助力“创城”

（紧接第1版）通过竞赛平台对接各
大高校旅游人才资源，收获旅游规
划方案、旅游创意、文化产品等20
多个创意，坪坑村的守望文化馆就
是其中之一。”

文旅开花正当时。去年以来，
尤溪镇组织民俗文化挖掘小组深
入挖掘当地的民俗民风，成功申报
临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助
推当地各类民俗文化走上新舞
台。邀请文化公司设计镇级旅游
形象识别系统与有趣新奇的系列
纪念品，同时先后拍摄了全镇与3
个旅游村的宣传片，加大对外宣传
力度，扩大旅游知名度。接下来，
该镇还将以点带面，深入挖掘旅游
沿线相关历史文化，根据各村特色
大力打造相应文化展示馆。以文
化节、自行车爬坡赛、赛龙舟等传
统节日为发力点，增强游客乡村归
属感。

生态、设施“双推进”

午饭时间，尤溪镇下涨村的农
家乐里早已座无虚席。聊起一路所
见，游客张阿姨止不住地点赞。美
丽公路、“五水共治”、城镇整治……
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为尤溪颜值再

加分。森林氧吧酒店、旅游长廊、环
村游步道等工程正有序推进，吸引
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游客多了，车
辆也随着增多。沿着大道往前走，
只见地下停车库正紧锣密鼓地加紧
建设。记者了解到，这一停车库建
成后可容纳大小车辆百余辆，将有
效缓解游客停车难问题，为周边相
关景点路线解决发展的后顾之忧。

聚焦环境抓整治，完善设施促
升级。自去年以来，尤溪镇落地各
类整治提升项目22个，深入开展
交管、厕所、垃圾“三大革命”，下双
线美丽公路提升工程加速推进，岭
脚金台州市级美丽乡村精品村和
清潭临海市级美丽乡村精品村顺
利建成，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公共
服务设施不断升级。全域旅游东
风正劲，生态尤溪扬帆向前。

为全力打造高端精品旅游小
镇，尤溪镇将以“环境整治巩固年”
为行动抓手，纵深推进环境整治，筑
牢生态环境防线；以加快“低小散”
农家乐转型优化为核心，合力补齐
设施短板，逐步完善集镇功能。

“尤溪将确保生态、设施‘双推
进’，擦亮旅游事业新名片，为高质
量建设活力品质幸福临海增光添
色。”王笛声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