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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和电影10月影讯
上映时间 片 名 国家（或地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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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日 《始石疯暴》 国 动画/冒险
10月12日 《犯罪现场》 国/中国香港 犯罪
10月12日 《急速逃脱》 德 惊悚/犯罪
10月12日 《疯狂梦幻城》 国 动画
10月13日 《丑娃娃》 国/加/美 动画/奇幻/冒险
10月17日 《迟来的告白》 国 剧情
10月18日 《开国大典》 国 剧情/历史/战争
10月18日 《那一夜，我给你开过车》 国 剧情
10月18日 《双子杀手》 国/美 剧情/动作/科幻
10月18日 《航海王》 日 动画/冒险
10月18日 《我为兄弟狂》 国 剧情

《始石疯暴》：这是一个讲述
成长和责任心的故事。怪物公寓
房客丢丢误入异次元，遭遇困境，
在新伙伴皮妞和怪物公寓朋友们
的齐心协助下击败反派阿古，无
意间拯救了世界。

《开国大典》：举世闻名的辽
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使
蒋家王朝摇摇欲坠……1949年1
月21日，蒋介石最后一次登上中
山陵，之后又在其老家奉化溪口
主持了高级军事会议，妄图阻止
解放军过长江。3月，中共七届二
中全会召开，4月，毛泽东与朱德
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
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
江，攻占总统府，南京胜利解放。
之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得以解
放。毛泽东在中南海忙于会见各
界民主人士，筹备开国大典。

新 片 推 荐

本报讯 （记者孙海康）昨日，
沿江镇退休教师吴祥林向记者反
映，近3年来，每年的农医保体检
时，临海农商银行沿江支行的工
作人员都赶到现场，为空腹体检
的村民提供免费早餐，这份关爱
让大家尤其是老人们的心里暖暖
的，希望借本报一角，表达谢意。

沿江镇杜岐片有 8 个村，参
保3000余人，每年一次的体检统
一放在杜岐卫生院进行。吴祥
林今年 77 岁，家住杜岐片的车
棣村，每年集中体检时，他都会
骑上自行车，从家里赶上三四里
路到杜岐卫生院。“前来体检的
村民中，老人很多，大伙空腹做
完各项检查，往往九十点钟了，
来得迟一点的，做完所有项目，
都过 11 点了，肚子饿得咕咕叫
了。”吴祥林说，那时再去早餐店
买吃的，就感觉人酸体乏，遇上
早餐卖完了，还得饿着肚子赶那
么远的路回家，头晕眼花了。

得知老人们的这个情况，从

前年起，农商行沿江支行专门拨
出资金为村民体检提供免费早
餐。“做完Ｂ超，抽好血，我们就
能先吃了热腾腾的馒头和豆浆，
不用饿着肚子去做其他检查项
目了。”吴祥林说，“农商行的工
作人员每天早早来，等中午所有
人体检结束再回去，他们在现场
还为老人们提供各种引导服务，
端茶送水，特别热情。我们不少
人年纪大了，反应不利索，他们
这样贴心的服务真是暖心。”

记者联系农商行沿江支行行
长郭黎红，她告诉记者，尊老敬老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人的
需求也是他们服务的方向，免费
体检早餐开展3年下来，沿江镇杜
岐、西岑、水洋、长甸4个片区的受
惠村民达 4.5 万余人次，反响良
好。为提高全民参检率，每年体检
活动前，他们还都通过短信群发和
驻村客户经理走访等形式，提醒广
大村民参加体检，增强健康意识。
接下来，他们还要继续开展下去，
为老人持续送去这份爱心。

（欢迎读者积极报料，一经采
用，即发报料奖50元-500元。）

临海农商银行沿江支行
免费早餐暖人心

◆你点我访◆

本报讯 （记者高再娇 通讯
员陈凯笛）合唱红歌、主题绘画、演
讲朗诵……近期，大田街道组织万
名中小学及幼儿园学生，积极开展

“少年强则国强，我与祖国共成长”
喜迎国庆爱国主义系列活动，以此
增强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
他们奋发学习，努力成才，做有志
少年，逐梦新时代。

活动中，大田中学举办“讴歌
壮丽七十年，奋斗青春新征程”一
系列爱国教育活动，组织了一场精
彩的大合唱比赛，同学们用歌声表
达对祖国母亲70岁生日的最真挚
祝福；大田初级中学举行“我与祖
国共奋进”国庆专题系列活动，师
生们同唱国歌，共同为祖国母亲庆
生；大田中心校开展“我爱您，祖
国”主题教育活动仪式，全体师生
手持国旗，共同唱响《红旗飘飘》；
大田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我骄

傲 我是中国娃”系列活动，举行
“小小士兵来突击 共迎祖国70华
诞”军训活动，让孩子们学会勇敢
地面对困难，挑战自我、超越自我，
培养了孩子的团队精神，增强孩子
的集体荣誉感。

大田中学高一学生郭亚倩参
加了学校组织的大合唱比赛后，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当站在舞台上
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时，我几乎热
泪盈眶，我相信这会是我人生中最
美好的一次歌唱经历，也是最生动
亲切的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祖国生
日快乐，接下来，我们一定会奋发
向上，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这也正是此次系列活动的意
义所在。大田街道宣传委员柳崇
顺表示，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
国强，希望大田的少年们继承革命
先烈的优良传统，用实际行动诠释
爱国情怀。

大田街道

万名学子庆“国庆”

本报讯 （记者卢呈橙 通讯
员陈佐人）近日，记者从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自 9 月 30
日起，我市启动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工作试点。此举将进一步完

善既有住宅使用功能，切实改善
和服务民生，加快适应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需要，加
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记者了解到，此次加梯工作
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工
作方式，选取古城街道嘉和苑作
为首批试点小区，通过试点效
应，以点带面稳步推进加装电梯
工作，使加装电梯工作真正落
地，惠及民生。

目前，试点工作已经展开。
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可以以
幢或单元为单位向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市加梯办）提出申请，
也可以以住宅小区为单位提出
申请。以幢或小区为单位提出
申请的，应当经专有部分占本幢
或本小区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并签署“加
装电梯协议书”；以单元为单位

提出申请的，应当经该单元全体
业主同意并签署“加装电梯协议
书”；拟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还
应当征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
意。申请人可以推荐业主代表
或委托业主委员会、电梯生产企
业等其他单位作为代理人组织
实施。申请人可使用有本套住
宅产权的家庭成员住房公积金、
住房补贴，用于支付加装电梯的
分摊费用，政府适当予以补贴。

我市启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
古城街道嘉和苑为首批试点小区

●10月3日，小芝镇联合临海安邦义工服务队、桃渚义工服务队，走
进小芝镇罗上宅村文化礼堂，开展“庆国庆、迎重阳，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行走进文化礼堂”活动。现场，该镇工作人员和近50名义工一起为村里
老人洗脚、理发、表演节目，向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 （屠娟娟）

本报讯 （记者孙海康）金秋
风送爽，重阳情暖人。10月6日，
国庆长假还没结束，一年一度的
重阳佳节又要到来，市慈善总会
的义工们来到河头镇溪西村，开
展形式多样的敬老活动。

当天一早，在村办公楼的露
天院子里，这边戏台早早搭好，村
民们齐齐坐在长椅上等着好戏开
场。随着锣鼓敲起，穿着华丽戏
服、化好妆的义工们上场，一出
《打金枝》婉转悠扬的越剧腔调在
小山村上空传开来，让台下老人

沉醉其中；那边长摊前，义诊的义
工们忙着给老人们体检、传授急
救知识、接受健康咨询；免费理发
处，村民则排起长队，六七个义工
动作利索地为大家理出干净又精
神的发型，收获村民接连好评。

当天活动中人气最旺的则数
爱心企业为村民捐赠的物资认领
处。义工们从车上卸下一家针织
企业免费提供的千余件崭新衣
服、帽子、围巾等，将它们整齐摆
放或挂起来，由老人们自由选
择。还有一家爱心企业为全村

300余位老人发放了价值6万多元
的雪源康保健品。老人们挑到合
身的新衣，提着健康礼品，浓浓笑
意挂满眉梢。60多岁的董荷女开
心地说：“社会爱心人士来到我们
小山村，不仅给我们带来热闹的
节日气氛，各种贴心服务也送到
我们心坎上，这个重阳节我们过
得太开心了。”

今年国庆长假适逢重阳佳
节，记者了解到，期间，市慈善义
工们先后走进永丰镇石鼓村、古
城街道古楼村、河头镇溪西村、东

塍镇东溪单村等地，为村民们开
展近十场义演、义诊、义务理发、
衣循环等公益活动，参与义工300
多人次，大家将实实在在的服务
送给老人们，让他们感受到来自
社会各方的关爱与关怀。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我们希望通过重阳节系
列活动，为老人们送去爱心，也带
动更多爱心人士、企业一起关爱
老年群体，共同营造幸福和谐的
社会大家庭。”市慈善总会有关负
责人金志华告诉记者。

市慈善义工 服务送下乡 重阳乐融融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10月7日下午，杜桥中心卫生院的医生们
化身健康志愿者，来到杜桥镇新潘村文化礼堂，为60余位老人开设健康
知识讲座，还在现场为老人们测量血压、血糖，用实际行动为老人们送上
节日的祝福。 （谢纯辉）

●9月30日上午，上盘中学举行“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在升国
旗仪式后，全体师生同唱国歌，然后有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回忆祖国70年
的峥嵘岁月，并表示作为新时代的学子，一定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最后，在《我和我的祖国》
歌声中，全体师生共同道出：“祖国生日快乐！” （徐能兴）

10 月 6 日，上盘镇的专职网格员们来到了上盘敬老院开展志愿服
务，为老人们包饺子、量血压、剪指甲等，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反邪教
和道路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平安宣传，以实际行动为老人们送去节日的
温暖。

卢呈橙 戴成盛摄

10月7日，值九月初九重阳节。当天，我市诸多书画艺术家齐聚卢
乐群艺术馆，共赴一场以“菊酒之辰，三台流韵”为名的重阳雅集活动。
抚琴、焚香、烹茶、插花，在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里，书画艺术家们挥毫
泼墨开展艺术创作，展现了中华文化厚重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

据了解，菊酒之辰是台州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雅集活动，此次活动
旨在以文化引领城市品位，彰显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品质，同时营造浓
厚的“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氛围。 孙海康摄

10月6日，东塍镇党委、政
府在东溪单村主办齐心共建
和 美 东 溪 单 暨 欢 度 重 阳 活
动。活动中，主办方除了给老
人们祝寿送礼，为村民们送上
文艺演出、免费理发、义诊等
服务，还开展垃圾分类和植树
等活动。

东溪单村以崇尚孝道闻
名遐迩，该村设立了全国首个
村级孝心基金，也是全国首个
孝文化建设示范村。

于 平摄

鹿城鹿城内外内外

本报讯 （记者方梦婕 单群
力）国庆长假怎么过？除了外出游
玩、逛街聚餐外，走进电影院享受
一场视听盛宴，已经成为不少市民
休闲娱乐的选择。因此，国庆期
间，我市各大电影院人气都非常火
爆，爱国题材电影也成为了今年国
庆档的一大特色。

10 月 1 日，记者在崇和大洋
影城看到，取票区、检票口等地方
都排起了长龙，趁着国庆长假，许

多市民和家人朋友一起，准备好
好享受一把观影乐趣。

众多影片中，市民周唯真选
择了观看《我和我的祖国》：“这部
片子之前宣传得很多，主要讲中
国 70 年的一些小故事、小历程。
我挺看好这部片子的，想想就挺
有意义的。今天晚上看见刚好有
票，自己也有时间，吃完饭就过来
看一下。”

市民王慧珍则带着孩子一起

来看，她说：“对于历史，孩子们了
解得不多，看这个片子，可以让孩
子感觉一下近几年中国发生的那
些重大事件，对新中国的历史有
更具体的了解。”

记者了解到，国庆黄金周期
间，仅崇和大洋影城就播出场次
405场，观影人数达19440，总收入
59万元左右。《我和我的祖国》《中
国机长》《攀登者》三部献礼大片因
题材新颖、风格迥异，受到了观众

的热捧；其中，《中国机长》获最高
票房收入，《我和我的祖国》票房第
二。

崇和大洋影城主管赵琴芳介
绍，今年国庆期间的观影人次较往
年来说，有一小波高峰。而且，今
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影院上
映的三部影片都是比较应景的主
旋律影片，预计今年国庆的热度会
拖得稍微长一点。

国庆假期影院火爆 爱国题材影片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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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直通车◆

10月9日：阴到多云。 1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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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0日：晴到多云。 1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