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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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乎你》：国内知名女设计师袁
元，日本留学归国，气质出众，事业成
功，多年的合伙人雷鸣也对她照顾有
加。然而，看似人生赢家的袁元，内心
深处却始终隐藏着一个难以放下的心
结。这是一部女性题材的作品，袁元
代表的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形象，也
定会引起当代女性的共鸣。

《原来如此》：午夜的宿舍楼内，传
来鬼魅的唱戏声，令全楼居民恐慌。
年轻人陆离和哥们儿一起调查女鬼真
相，却越陷越深，甚至出了命案。一连
串惊心动魄的奇情怪事之后，夜半戏
声再次飘起……

《难以置信》：电影讲述了主人公
在家庭变故后不得不面对生活带来的
迷茫和困惑，同时，这样的生活也让他
变得坚强。

新 片 推 荐

4月16日：阴有时有小雨，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 11～18℃天气天气天气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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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4月17日：晴到多云。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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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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台州市第八届青少
年校园足球联赛小学组比赛落
下帷幕，我市大洋小学足球队
获得女子甲组冠军、女子乙组
亚军、男子乙组亚军和男子甲
组第四名的突出成绩，充分展
现了学校足球队强大的整体实
力。据了解，此次比赛共分男
子甲、乙组和女子甲、乙组四个
组别，31 所小学的 62 支球队获
得参赛资格，大洋小学是唯一
入围四个组别比赛的学校。

应琪瑶 金慧敏摄

我们在倾听

工业垃圾倾倒田地 已处理
4月9日，有市民来电反映：有人私自将工业垃圾倾倒在杜桥镇西坑

村公交站牌附近，此情况已有二三天，希望及时处理。
杜桥镇人民政府：经调查，所倾倒的垃圾为拆解后的塑料垃圾及分解

后垃圾残余颗粒。我镇已对所偷倒的垃圾进行及时清理，现已在追查偷
倒人员和车辆。今后将在交通主要卡点设立摄像头，组织村里人员加强
夜间长效巡查等措施，严厉打击非法偷倒行为。

路灯不亮 已修复
4月9日，有市民来电反映：杜桥镇胜利村一路段原先设有两排路灯，

现因台金高速道路建设，路灯没有恢复设置，影响市民夜间通行，建议职
能部门及时处理。

杜桥镇人民政府：经过调查，反映情况部分属实，已修复。

国道线上有铁屑 已清理
4月9日，有市民来电反映：沿江镇水洋村至黄土岭的104国道线上有

大量铁屑，导致车辆经过时出现爆胎情况，存在行车安全隐患，建议职能
部门及时清理。

市交通运输局：反映情况属实，现已清理。

本报讯 （记者孙海康）每天
下午，在浙江豪情汽车工业学校的
操场上，总能见到这样一群同学，
他们双手各执一棍，连接两根棍子
的细绳上，一个葫芦状的圆盒，随
着绳子的抖动快速旋转，在嗡嗡声
中，时而轻盈地飞入空中后，稳稳
地落回绳上，时而横斜出去，又妥
妥地归于原位，瞬息之间变化出各
种优美的动作，看得人眼花缭乱，
应接不暇。这种看上去有点另类
的运动项目叫抖空竹，表演者是该
校空竹社团的成员们。

抖空竹盛行于北方，2006年经
国家批准，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那么，这项南方鲜见的体育
项目怎么会走进位于我市的豪情
汽车工业学校的呢？原来，这与该
校钟情传统文化，擅长挖掘学生特
长的办校理念分不开。

去年9月，新生入学，学校排
摸大家的特长与爱好时，发现一
名叫丁伟伦的同学爱好抖空竹。

“玩这个的学生很少见，我们就让
他在迎接新同学的晚会上，现场

‘露’一手。”该校校长韩富告诉记
者，当晚美轮美奂的空竹表演惊
艳了全场，让大家体验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不少同学看后，也希
望玩一玩这个神奇的玩具，我们
非常鼓励这样带有民间特色的传
统文化进校园，于是学校的空竹
社团应运而生。

丁伟伦是个看上去有点腼腆
的男生，但当空竹落入他的手中，

小伙子随即神采飞扬，全身焕发出
自信的气息。回忆自己与空竹的
认识，丁伟伦告诉记者，读小学时，
有一次在商店看见了一个相貌奇
怪的玩具，就喜欢上了，买回家后
玩得不亦乐乎。学校正巧有一个
空竹社团，有专门的老师教大家
玩，自己就加入其中，掌握了最基
础的技巧。进入初中，学业增加，
一起玩空竹的同学越来越少，家里
的空竹也被闲置在角落。“我以为
自己永远也不会碰空竹了，没想到
上了高中后，学校鼓励我们玩，还
成立了社团，让我当‘老师’教大
家，于是空竹又回到了我的生活
中。”丁伟伦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今，学
校的空竹社团成立已半年多了，社
团成员把抖空竹当成一种游戏，怀
着一种单纯的热爱，一起看视频学

习技法，一起切磋技艺创新动作。
“你看，这是‘捞汤圆’，这是‘鲤鱼
跳龙门’，这是‘金鸡独立’……”操
场草地上，丁伟伦和社团成员一边
演示，一边为记者讲解各种动作，
空竹在他们的操控下，划出一个个
优美的弧度，在指尖“抖”出了传统
文化的新气象。

“当下，电子游戏成为学生日
常休闲的主角，但在我们看来，那
些凝聚了民间智慧的传统文化，更
应被学生认识与熟知。”韩富说，抖
空竹是跃动在指尖上的非遗文化，
我们希望通过校园社团这样一个
平台，让这个项目以学生带徒弟的
方式，一届届传下去，让大家强身
健体，提升综合素质的同时，也让
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欢迎读者积极报料，一经采
用，即发报料奖50元——500元。）

空竹“抖”进校园 学生乐当非遗传承人

本报讯 家住涌泉镇的应老
太，外出看戏的路上突发心脏病，
倒地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幸亏民
警发现用警车及时送医院救治，
才使她脱离了生命危险。

4月13日下午，今年78岁的

应老太独自外出到管岙村看戏，
下午3时许，当她颤巍巍地走到83
省道管岙村附近时，突然心脏病
发作，倒地昏迷不醒。

此时，办完案后驾着警车返
所的涌泉派出所民警正好路过此
地，看见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应
老太后，马上将警车停到路边。
大家下车后，一名辅警站到马路
边，疏导路过车辆，防止川流不息
的车辆压到老人，其他人则快速

跑到应老太身边，此时老人全身
抽搐，不醒人事。

“必须赶快送老太到医院抢
救，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本来，
民警们想拨打“120”，但考虑应
老太倒地的地方距市区近50里
路，如果等“120”救护车开来，最
快也要20分钟。时间对老人来
说，就是生命。民警当即决定，
用警车直接将应老太送到市区
的医院。

民警们于是立即将应老太抬
进警车，快速朝医院驶去，由于送
得及时，为老人赢得了宝贵的抢
救时间，老人转危为安。

应老太醒来后，民警从她口
中得知其家人的姓名，马上与之
取得联系。随后，应老太的儿子
赶到了医院，民警将老人交给了
陈某。忙完这一切，民警们才驾
着警车离去。

（葛培兴 毛慧敏）

老太旧疾突发生命垂危
民警及时送医化险为夷

本报讯 清明是群众扫墓祭
祀的高峰时节，一些店里，印有人
民币图样的“人民币版冥币”等祭
祀用品处于热销状态。在央行发
布的《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修
订稿)》中，明确提出：祭祀用品禁用
人民币图样。制售及使用印有人
民币图样的冥币，是一种违法行
为。为了规范人民币图样使用，有

效维护人民币严肃性，营造文明祭
祀氛围，本月，临海农商银行城关
支行在辖区内分支网点开展禁止
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该行以“请进来，走
出去”的方式对客户进行分类宣
传。该行各网点在配备硬件宣传
资料的同时，向前来办理业务的客
户宣传普及爱护人民币知识，告知

大家制作成流通人民币样式的冥
币买卖系违法行为。工作人员同
时走出银行，向祭祀用品店、路边
小摊、小店、纸扎店店主发放宣传
资料，向公众宣传人民币有关知
识，让大家知晓在祭祀用品、生活
用品、票券等物品上是禁止使用人
民币图样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宣传活

动提醒市民爱惜人民币，正确使用
人民币，不做高仿冥币的消费者与
使用者，也不做高仿冥币的仿制者
与销售者。同时也呼吁全民提倡
绿色祭祀、文明祭祀，抵制封建残
余陋习，形成全民自觉抵制仿制、
出售、购买、使用人民币图样的商
品”该支行有关负责人说。

（王 迪）

农商行城关支行 人民币规范使用知识送群众

本报讯 （记者金晓欣）春风
送暖花争俏，不少市民家的窗台、
门口，可见大大小小的花草盆栽
吐露绿意，争芳斗艳。侍弄花草
本是一件陶冶情操、美化家居环
境的雅事，近日，家住市区的王先
生却因此遇到了烦心事。

“这盆鸢尾兰昨天刚刚盛开，
不料晚上就被飞车贼带走了。”4
月8日，王先生发现自己摆放店门
口的一盆鸢尾兰和一盆凤尾葵被
人偷走了，他无奈地发了一条朋
友圈。不成想，此举却让两盆花
转天即失而复得。

惊喜之余，王先生纳闷着：我

没报警，怎么民警就知道花被偷
了？还帮我找了回来呢？原来，
王先生的朋友圈经人转发后，被
市公安局古城派出所民警看到
了。虽然事主没有报案，案值也
很小，但只要影响到群众的安全
感和幸福感，民警认为都要主动
出击，全力侦破。于是，古城警方
马上行动，视频侦查、确定身份、
锁定位置、抓捕归案，整个过程一
气呵成。短短2个小时内，偷花贼
李某就被带回了古城派出所。

“我平时蛮喜欢花花草草的，
但因为贪小便宜，法律意识又淡
薄才做了错事。”戴着冰冷的手

铐，李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悔
不当初，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偷窃行
为。7日晚，李某骑着电动车经过
王先生店门口，看到一盆鸢尾兰开
得正艳，就动了歪脑筋。趁四下无
人，他便将这盆花连同另一盆凤尾
葵“顺”了回家。而这并不是他第
一次作案，自今年年初起，他在升
辉家具城一带前后共偷盗7次。随
后，民警到李某家搜查，发现十余
件来历不明的盆栽、花盆、石狮子
等物。由于没有报警记录，这些物
品的失主暂时未找到，但是李某因
多次盗窃已被刑拘。

“哪怕价值微小的物品也会

构成盗窃犯罪，如果多次盗窃，还
要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大家不要
因为贪一时的小便宜而酿成大
错。同时也要加强防范意识，遇
到类似案件积极举报，协助我们
尽快破案。”民警在此提醒广大市
民。

据了解，自我市部署开展“无
盗抢城市”创建工作以来,市公安
局古城派出所立足辖区实际，精
准发力，强势推进反侵财打击工
作。今年以来，该所共抓获各类
侵财型违法犯罪嫌疑人65人，破
获各类侵财案件99起，抓获各类
逃犯38人。

破案一气呵成 偷花贼２小时落网

4月12日，市中职校师生走进白水洋镇黄坦洋小学，开展“触梦之行，
职业我体验”活动。中职校师生为孩子们表演精彩的文艺节目，带他们体
验小型机器人操作、制作蝴蝶结等小饰品，提升孩子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意识，帮助大家树立科学的劳动观、职业观和成长观。 应琪瑶摄

本报讯 （记者应琪瑶）春日，
走进灵湖景区，我们可以随处见到
大片苍郁繁茂的绿植，它们环抱着
清澈的湖水，小岛点缀其中，白鹭、
灰鹭等鸟类时而停留在岛上休息，
时而飞舞湖面，悠闲觅食。为了方
便市民游玩赏鸟，灵湖景区还在柳
堤设置观鹭台，每到候鸟迁徙季
节，方便市民和摄影爱好者聚集此
处，观赏美景，拍摄鸟类生活嬉戏
的场景。

鸟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维护人类生存环境以
及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目前灵湖面积4.7平方公里左右，
水域面积达1.2平方公里，水源充
足，鱼类遍布，良好的环境吸引了

大量鸟类在此栖息生活，景区因地
制宜，采取多种保护措施，致力将
灵湖逐步打造成“鸟类天堂”。

牛头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综
合管理科科长邵俊告诉记者：“灵
湖景区多措并举为鸟类的繁衍生
息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加强环
境治理和水质监测，联系其他相
关部门做好灵湖引水、排水等工
作，合理置换水体；组织志愿者和
工作人员一起开展景区巡逻活
动，驱逐和制止不文明的打鸟现
象；在主要路口、游客中心等人流
密集地区，设置爱鸟宣传画和标
语；设置汀州隔离区，禁止游客登
岛等。”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景区各
种保护措施的落实，群众爱鸟护鸟
意识不断增强，景区内的大小水域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类安家落户，
野生鸳鸯、白头雀、长尾蓝鹊及各
类野鸭等20余种野生水禽在此长
期生活。

灵湖景区
守护“鸟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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