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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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多云。 19～30℃新 闻新 闻 xinwen
投稿邮箱:tzlhrb@126.com

5月15日上午，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台州市计划生育协会和我
市卫生健康局在台运广场联合举办“好未来从零开始”庆祝中国计生协
成立40周年暨“5·29会员活动日”“国际家庭日”宣传服务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围绕“壮阔四十年 奋斗新时代”主题展开，通过
亲子风筝彩绘、省计生协志愿者服务团巡回讲座等方式，提高小朋友的
动手能力，促进大脑发育，为全面推进我市0至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发
展、提高0至3岁婴幼儿综合素质和智力水平提供帮助。 金露妮摄

本报讯 （记者谢希）记者日前获悉，
2020 年“台州人免费游台州”活动正式开
启。

“台州人免费游台州”活动是台州市
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是第三年
举办，共有 27 家景区免费开放，其中我市
有 6 家，分别为江南长城（票价 65 元）、东
湖公园（票价 15 元）、羊岩山茶文化园（票
价 30 元）、桃渚古城（票价 20 元）、桃渚石
柱峰（票价 40 元）和临海大火山（票价 30
元）。 此 外 ，玉 环 大 鹿 岛 景 区（票 价 60
元）、天台石梁景区（票价 60 元）、神仙居
景区（票价 110 元）等热门景区也在免费
开放之列。

记者还了解到，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双
休日、景区重大节庆活动以外，台州市户籍
居民和持有台州市居住证的“新台州人”今
年全年均可享受景区门票免费这项福利。
市民只需出游前在“台州智慧旅游”微信服
务号（“门票预约”入口）提前预约门票。身
高1.2米以上、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可
通过家长的微信端预约免费门票；不会使
用微信、65周岁以上的台州市户籍居民，可
打12345热线，请话务员通过微信端代预约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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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与勺子是市民日常生活中
再熟悉不过的餐具，与国人相伴的
历史已有数千年，大家早已习惯了
就餐时拿着自己的筷子去夹菜，甚
至互相夹菜以示热情。一场新冠肺
炎疫情让社会发出推行公筷公勺的
倡议，我市积极响应，推广公筷公勺
使用，共建文明餐桌，努力守护舌尖
上的健康。

对于这场“舌尖上的抗疫”，各方
已形成共识，那么实施起来情况如何
呢？笔者就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餐饮行业是与公筷公勺倡议活
动关联最密切的行业，眼下，我市众
餐饮店积极响应，付诸行动。远洲
国际大酒店吴经理向笔者介绍，酒

店开业之初，就实施公筷公勺制度
了，客人用餐时，他们会提供公筷公
勺。对于一些嫌麻烦的顾客，酒店
会提供“排菜”服务，就是上菜之前
将菜品依据客人数量分成若干小
份，再分发给客人。今年3月，酒店
接到相关部门的通知后，在LED屏
上滚动播放提醒公众使用公筷公
勺的告示，并让服务员提醒顾客使
用公筷公勺，进一步规范公筷公勺
使用。可喜的是，就餐期间，在服务
员的提醒下，大部分顾客会使用公
筷公勺。

临海银泰城是我市重要的餐
饮服务场所，笔者在美食区域走
了一圈，看到许多显眼位置都放
了倡导使用公筷公勺的宣传板。
在“深耕妈妈菜”店铺，柜台、餐桌
边，都贴着“请使用公筷公勺”的
小提示，服务员也会在顾客入座
时提醒顾客使用公筷公勺。店长

告诉笔者，希望通过处处可见的
提示标语和服务员的提醒，帮助
顾客养成使用公筷公勺的良好习
惯。店里也计划采购一批公筷公
勺餐具，便于顾客将它们与自用
的筷子勺子区分开。

银泰城工作人员上官罗娜告诉
笔者，银泰城的餐饮行业商户在顾
客就餐时都提供公筷公勺，积极引
导顾客使用，实施至今，顾客基本会
在服务员提醒后使用公筷公勺。

公筷公勺不仅随着倡议进入餐
饮行业，同样也走进了普通百姓家。

家住古城街道的刘女士告诉笔
者：“儿子在哲商小学上二年级，他的
老师讲到使用公筷公勺的卫生知
识。他回家后，对我说吃饭不能用自
己的筷子夹菜，要用公筷，这样才讲
卫生，有利身体健康。我和丈夫都觉
得孩子说的对，所以现在我们吃饭，
都会放上公筷公勺。”刘女士坦言，刚

开始的时候不太习惯，不时还会忘
记。不过，一家人互相提醒，现在慢
慢就变成习惯了，不知不觉间，已坚
持了一个多月。

使用公筷公勺是大势所趋。一
直战斗在防疫一线的市疾控中心副
主任兼传防科科长郑建军认为，使
用公筷公勺对防止传染病传播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防止许多
经口传播的肠道传染病非常有效。
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传统中没有公筷
公勺，这容易让病毒和细菌进入公
用的盘子，导致在同桌吃饭的人之
间传播，而使用公筷公勺就能降低
传染风险。

笔者得知，目前我市多个部门积
极响应推广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市
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发动妇女
同胞，力争让公筷公勺走进每个家
庭，引导大家养成新的用餐习惯，树
立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

公筷公勺成标配 文明用餐吹新风
□本报实习生 叶航洋

本报讯 （记者张韵）蓝莓被誉
为“水果皇后”，其果肉细腻，口感酸
甜，不仅富含常规营养成分，还含极
为丰富的抗氧化剂和类黄酮，实用
价值极高，向来深受市民喜爱。时
下，我市蓝莓已经成熟上市。

在浙东南第一高峰——括苍山
上，君临蓝莓有限公司括苍基地内，

一簇簇蓝紫色的蓝莓已挂满了枝
头，果农们穿梭在半人高的蓝莓树
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果子，游客
们三五成群地摘蓝莓、拍照片，体验
田园采摘乐趣。“我们是在朋友推荐
下，组团来这边采摘蓝莓的，感觉比
市面上卖的更新鲜，自己摘也更有
趣味。”游客胡琴飞说。

据了解，君临蓝莓有限公司
建于 2007 年，拥有蓝莓种植基地
近千亩，品种以奥尼尔、密斯提、
雷格西等为主，每年产精品果约
150 吨。“我们的蓝莓 5 月上旬就
进入了采摘期，奥尼尔属早熟品
种，5月上旬就可以采摘。密斯提
5月中旬成熟，雷格西则6月上旬

成熟，所以5月上旬到6月中旬是
蓝莓的最佳采摘期。”君临蓝莓有
限公司总经理林海瑛说。

在君临蓝莓有限公司总部，工人
们按个头大小将采摘的蓝莓进行分
装。“我们的蓝莓上市后主要供应世纪
联华等大超市，采摘下来后运送到他
们的总仓。”林海瑛告诉记者。

“水果皇后”蓝莓迎来丰收季

街头街头巷尾巷尾
本报讯 （记者金晓欣 通讯

员冯丽娇）近日，古城派出所走进一
对特殊的客人：原本一对面就要吵
架的母女。不同于从前的剑拔弩
张，如今母女俩满面笑容地携手而
来，并向所里送上了一面锦旗，称要
感谢“老娘舅”帮她们解决了长达5
年的家庭矛盾。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得从半个月前说起。当
时，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电话，对
方说自己姓谢，要举报自己的母
亲叶阿婆将其出租房的门堵住，
故意不让租客进出，影响了租客
的出行。现在双方僵持不下，需

要民警前往调解。闻讯，民警随
即赶往现场。

经了解，叶阿婆家住古城街
道，有4个女儿，2000年，约定将一
处旧房屋归大女儿谢女士所有，几
年后谢女士出钱拆掉旧房，建了新
房并用于出租。2015年开始，叶阿
婆觉得大女儿没有以前待她好，心
生怨念，慢慢产生矛盾，遂提出收
回大女儿此处房产的所有权。但
是，谢女士认为自己没有做错的地
方，且此处房屋拆迁重建都是自己
出的钱，母亲没有权利收回。因为
此事，两人多次产生争执，村干部
多次进行调解，未果。2019 年 7
月，叶阿婆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
起诉的房子未登记产权，当年8月
法院驳回起诉。叶阿婆一时没了

主意，于是才出现堵住房门这一
幕。

古城派出所调解室的“老娘
舅”了解情况后，对双方进行劝说，
但双方态度都很强硬，报警当天两
人双双愤怒离去。

接下来的几天里，“老娘舅”细
细分析了母女间的矛盾起因，多次
电话联系双方详细了解、耐心劝
说。其间，叶阿婆也主动来找“老娘
舅”诉说，“老娘舅”从她的讲诉中感
受到叶阿婆并非真想要回房屋产
权，而是心里堵着一股气。而谢女
士也并非真要跟母亲过不去，只是
对母亲的行为不理解，就这样，母女
俩一直僵持着。

母女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
法，“老娘舅”想：是否可以通过母女

家人来沟通？于是，“老娘舅”找到
村干部了解叶阿婆的家庭情况，并
联系叶阿婆的3个兄弟及另外3个
女儿，将他们和叶阿婆、谢女士一同
约到调解室。

“都一把年纪了，就不要跟孩
子争。反正最后都是留给她们的，
既然其他女儿都没意见，干嘛要折
腾。”这边，3个兄弟对叶阿婆动之
以情；那边，3个女儿也对大姐晓之
以理。同时，“老娘舅”也见缝插
针，对两人摆事实、讲道理。最终，
经过近5个小时的沟通劝说，双方
各退了一步。母亲愿遵循最初的
意愿将房屋所有权归谢女士所有，
谢女士愿意将房租全额交于母亲，
其他3个女儿也表示无异议，家庭
关系重回往日融洽。

母女房产纠纷对簿公堂
“老娘舅”耐心调解重归于好

本报讯 （记者朱胜男）为进一
步深化机关党支部和党员“双报到
双服务”活动，发挥机关党建引领和
先锋模范作用，推进“三服务”工作
落到实处，日前，市总工会党支部组
织党员和职工志愿者赴汇溪镇龙隐
村开展“万鹿同行、工惠便民”志愿

活动。
在汇溪镇龙隐村，志愿者们为

村民提供健康义诊、义务理发、包饺
子、拍笑脸照等服务。村民老杨理
发后看上去干净利落、精神焕发，他
开心地说：“这样的活动真好，志愿
者为我们送来便捷、健康与温暖，希

望今后能经常开展这样的活动。”
当天，市总工会机关党支部还

与龙隐村党支部签订了“契约化”结
队共建协议，接下来，他们还将开展
系列活动，实现机关、结对村党支部
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相促进、
共同提高。

“我们希望通过多样化的服务，
比如发挥劳模农技专家的作用，邀
请农技专家给村民们提供技术指导
及各种志愿服务，提升村民的生活
质量，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幸福感。”
市总工会机关党支部书记王志忠
说。

市总工会 志愿服务走进汇溪镇龙隐村

为进一步推进“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近日，白水洋镇与绿马
油脂公司签订隔油池清理长效运

维业务，结合隔油池实际情况，做到排放量大的每天清理一次，排放量
小的每周清理一次，确保隔油池功能长期有效。

据了解，该运维方式采用智能化管理体系，通过商家与绿马油脂公
司在网络平台的互动和数据的实时更新，更合理及时地安排隔油池清
掏，从源头上杜绝地沟油流向餐桌，使之变废为宝成为工业油脂。

高 峰摄

树木茂盛影响通行 已修剪
5月17日，有市民来电反映：立发路万邦国际附近路段的人行道

处，有一棵树木过于粗壮，影响交通通行，建议职能部门及时安排修剪。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反映情况属实，已修剪完毕。

路灯未装有隐患 已安装
5月15日，有市民来电反映：杜桥到四岔的盈杜线机动车车道两边

没有路灯，此情况已有四五年，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在机动车车道两边
安装路灯。

杜桥镇人民政府：杜桥至四岔方向盈杜线杜桥段已安装路灯。

路口未规划信号灯 已处理
5月13日，有市民来电反映：沈南路与东方大道交叉口处未规划信

号灯，此处人流量与车流量较大，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建议有关部门在
该处设置信号灯。

市交通运输局：该路口改造已被列入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目前正
在进行图纸设计，预计10月底前完成。

5 月 20 日下午，市慈善总会
工作人员前往河头、永丰两镇，
为低保户发放重建房屋受灾补
助。

据了解，此次12万元补助灾
款由台州市慈善总会下拨，我市
慈善总会在前期详细摸底调查
基础上，确定了 3 户低保户和 2
户困难户，根据房屋的重建和破
损 程 度 修 建 不 同 标 准 予 以 补
助。 李萍娟摄

我们在倾听

新时代文明实践
在 临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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