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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联合上映
（2020年陈可辛执导电影）

《夺冠》是由中宣部与国家

体育总局联合拍摄，由陈可辛

执导，巩俐、黄渤、吴刚、彭昱

畅、白浪、中国女子排球队领衔

主演。

影片讲述了中国女排在

1981首夺世界冠军到2019年拿

下第十个世界冠军的历史，诠

释了几代女排人历经浮沉却始

终不屈不挠、不断拼搏的传奇

经历。

该片于2020年9月25日在

中国内地上映。

新 闻新 闻 xinwen

本报讯 （记者任刚 杨佳
钰 通讯员陈贝灵）最近一段时
间，有市民反映，说家里 8 月份的
用电量和往常差不多，电费却不
知道为什么高了，国网临海市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称这可能是和阶
梯电价有关系。

国网临海市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由于今年8月气温比
去年同期普遍偏高，居民家中空
调用电量相应增大。同时受疫情
影响，居民外出活动减少，在家时
间增多，用电量也会相应增加。
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市民家中
的用电量已经调整到了下一个计
费分档。

记者了解到，自2012年起，浙
江省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电价依据
相关文件，按年用电量实行分档
计费。通俗来讲，第一档额度为
2760 千瓦时，该额度以内的用电
按照0.538元每千瓦时进行收取；

第二档额度为2761千瓦时至4800
千瓦时，该额度以内的用电按照
0.588 元每千瓦时进行收取；第三
档为4800千瓦时以上，按照0.838
元每千瓦时进行收取。

由于年分档电量是从每年 1
月份开始计算，到了 8 月份左右，
部分用户用电量已达到4800千瓦
时以上，开始按照第三档阶梯电
价计算。第一档电价提到第二档
电价，两档之间每千瓦时电价仅
相差 0.05 元，电费涨幅不明显。
但触发第三档电价时，每千瓦时
电价差 0.3 元，加上每年 8 月是耗

电大月，因此不少居民在交电费
时，会发现电费涨幅明显。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你发
现这个月电费或电量突增，教你
一个实时监测的小窍门：只需下
载注册“网上国网”APP，就可以查
看家中每天的用电情况，还可以
将每日电量进行对比。如果你家
的用电量主要集中在22:00至次日
早上 8:00，建议您开通峰谷电业
务。还有任何问题或业务咨询,都
可以前往当地供电营业厅或者拨
打电话0576-85111236进行咨询。

用电量相同电费骤增
原因可能出在阶梯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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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6日下午2:30至4:00，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
书记、局长金振波同志将在我市12345便民服务平台现场接听电话，受
理关于各类违法用地、自然资源信访、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投诉、意见、
建议及相关政策法规咨询。欢迎广大群众届时拨打12345热线电话。

临海市12345政务咨询投诉举报中心
2020年10月10日

关于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接听12345热线电话的公告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传先进事迹，弘扬时代精神，10月12日晚，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组织开展“弘扬女排精神，坚定改革创新”主题教育观影
活动，全局250余名干部职工集体观看影片《夺冠》。通过观影活动，
进一步激发干部职工的爱国热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
作风，为我市城市管理执法事业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谢 希 贺 亮）

鹿城鹿城内外内外

1991年至今，29载的时光，他
扎根一家医院、一个科室，将“妙手
仁心”诠释得淋漓尽致；29年，光阴
似箭，他从懵懂到成熟，但那颗“一
切为了患者”的心永远不变。

“心系患者，这是我作为一名医
生的初心与使命”，这是他刻在心里
也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知识渊博、
经验丰富、技术精湛”，这是身边的
同事和患者对他的一致评价。

他就是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
临海市委会会员、浙江省推拿学会
会员、市一医院中医推拿科副主任
中医师董吕顺。

妙手仁心 功于指上
“力度怎么样？有哪里特别酸

胀吗？”近日，记者走进市一医院中
医推拿科。在一个约20平方米的
诊室内，董吕顺正熟练地为患者推
拿，同时还耐心地询问患者的疼痛
情况。每一声问诊，都格外亲切细
腻；每一个动作，都游刃有余却不失
精准。

自1991年从浙江中医药大学
毕业后，董吕顺就一直坚守在市一
医院中医推拿科。他告诉记者，他
平均每天要接诊患者十五六例。按
照每次给每位患者做20分钟的推
拿时间算，他的手，一天要不停地动
上五六个小时。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推拿的手
法讲究均匀、柔和、持久、有力、深
透，不是任何病情都可以用同一种
手法。”正因几十年如一日的“操

练”，董吕顺研究出自己的中医推拿
手法。他还能根据患者走路姿势和
肩膀高低，大致判断出患者的病症，
也能让急性腰扭伤或腰椎小关节紊
乱病的患者“抬着进来、走着出
去”。市一医院这个非中医医院的
推拿科，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回头
客”。

“找董医生做推拿，我心里特别
踏实。他推拿的力度适中，技法也
非常专业，找他按过一次，下次就一
定会再来。”前两天，陈阿姨因为落
枕浑身不适，她第一时间来到市一
医院中医推拿科。“几年前，也是因
为落枕，朋友介绍我过来，我当时还
有点将信将疑，但做过一次之后，还
真舒服了不少。是董医生帮了我一
把。”

因为技术精湛，董吕顺的“神
手”让不少患者走出病痛的阴霾。
今年年初，董吕顺收到了一封感谢
信。写这封信的，是与他居住在同
小区的一名患者。一个偶然的机
会，这名患者认识了董吕顺。“我腹
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到过泌尿外
科、普外科，做过各项检查，也做了
阑尾炎手术，但疼痛还是没有缓解，
我是不是得了绝症？”听了患者的讲
述，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所
学知识，董吕顺对患者进行腰部查
体后，诊断其患“腰源性腹痛”。后
来经过十余次推拿，该患者的病情
得到明显的好转。

在患者眼中，董吕顺是医术高
超的“神医”，推拿之间，就能出现神

奇的效果；而在他自己眼中，他只是
中医国粹的爱好者、传承者，靠着自
己摸索，演绎着“指尖功夫”。董吕
顺告诉记者，工作之余，他经常给自
己“充电”，赴外地参加学术活动和
培训，翻阅一些中医书籍，浏览公众
号的知识，用笔画下来、用心记下
来，然后用到工作中。他擅长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慢性腰痛、
落枕、肩周炎、中风后遗症、痛经、小
儿肌性斜颈等疾病的诊疗，尤其在
颈性眩晕、急性腰扭伤、胸椎小关节
紊乱症等疾病诊治方面有独到的疗
法。

俯得下身 沉得住气
“干一行，专一行，爱一行”，这

是董吕顺对自己职业生涯及做人做
事的注解。他说，当初选择就读针
推专业，正是因为对中医事业的热
爱。“尽管目前推拿师的经济收入和
社会地位都不太可观，但我认为，只
有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来，把‘手
上功夫’练到极致，才能帮助更多的
患者。”

2017年，董吕顺的身上多了另
一张“标签”——政协委员。从那时
起，他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为此，他
经常放弃休息时间，参加医院、九三
学社举办的各类义诊活动。因表现
突出，他也先后被授予“全省社会服
务工作先进个人”“九三学社台州市
委会社会服务先进个人”等荣誉。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政议政，
履行一名政协委员的责任和担当。

“如何加快发展分级诊疗的建
设？”“如何加快建立治未病中心？”

“ 如 何 提 升 我 市 医 疗 服 务 水
平？”……这些都是董吕顺几年来日
夜探寻的民生焦点。心之所想，行
之所往。平时，他自加压力，查阅各
类医学书籍，搜集资料，还远赴各地
学习调研，以扎实的理论为指导，充
分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为助推我
市医学发展“把脉开方”。

一颗仁心系患者，一腔热血为
民生。近期，董吕顺又将目光瞄准
了自己的工作领域。“这几年，我们
科室接诊的学生患者越来越多，这
和青少年频繁使用电子产品及不良
的坐姿习惯有分不开的关系。我们
应该认识到，青少年的脊椎问题轻
则会影响孩子的形体美，重则关系
到孩子的生理健康甚至心理健康。”
董吕顺说，目前，他正在搜集大量的
文献资料，做充分的调查研究，力争
用自己及团队的力量，呼吁更多的
家长、社会关注青少年的脊椎健康。

医生和政协委员，是两个不相
关的职业，但在董吕顺眼里，它们有
着同样的意义。“作为医务工作者，
心系患者、矢志医学发展，是使命；
而作为政协委员，心系民生、为社会
发展建言献策，是责任。”董吕顺表
示，接下来，他还将多走访调研，放
宽视野，拓宽路子，沉下心听民意，
俯下身察民情，多提一些有建设性
意见的提案，多帮助一些需要帮助
的群体，为医疗事业的发展、社会的
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白衣秉仁心 指间露真情
——记市一医院中医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董吕顺

□本报记者 蒋超颖

10月13日早上，临海市公安局东塍派出所收到群众徐某送来印有
“立警为民显真情、尽职尽责暖人心”的锦旗。原来，日前，东塍派出所
翁警官成功调解一起历经一年多的矛盾纠纷。其间，翁警官多次给徐
某与另一当事人徐某某调解，最终双方签下调解书。群众安全无小事，
一面锦旗承载的不仅仅是群众对公安民警的感谢，更是对公安工作的
肯定。 单雨星摄

本报讯（记者任刚）10月12
日下午，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一起利用网络远程非法控制计算
机从而牟利的案件。

经调查，2019 年 1 月份以
来，被告人范某通过微信向他人
购买了多个“肉鸡”。所谓“肉
鸡”，就是被黑客技术控制，并
掌握了 IP 地址及密码的计算
机。范某还通过网络从“香港
VPS”购买了多个“肉鸡”，之后

通过自己的电脑进行远程非法
控制这些“肉鸡”，并登录该网
进行刷单牟利，非法获利至少
8000元。

公安机关在被告人租用的佛
山市一间办公室里，扣押了用于
进行远程非法控制的一台台式电
脑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经勘查，
在台式电脑发现有44条远程链
接记录，在笔记本电脑中发现有
118条远程链接记录，经比对，其
中有15个IP地址相同，实际远程
非法控制过147个计算机。

被告人范某对自己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法院将对此案择期
进行宣判。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切勿跨越法律红线

街头街头巷尾巷尾

日前，汛桥镇武装部对该
镇参加“奋进新时代，聚力强
军梦”主题绘画比赛的青少年
交上来的 80 多幅作品进行评
比，出炉了一二三等奖。

加强青少年国防教育，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在刚过去
的第 20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
期间，汛桥镇武装部组织汛桥
中心校、汛桥中学、华海职业
技术学校开展绘画比赛，同学
们踊跃参与，认真准备，通过
漫画、国画、水彩画等形式表
达对国防事业的认同感与归
属感，在校园里营造了“扛起
国防责任、奉献热血青春”的
浓厚氛围。 孙海康摄

●近日，2020年“黄浦杯”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视角下的教育现
代化”征文评选活动公布获奖名单，台州共有14篇文章获奖，其中一
等奖1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7篇，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继续位于前
列。我市临海小学徐向阳老师的《和微课较量》获得二等奖。“黄浦
杯”长三角城市群专题征文活动由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教育
科研》杂志社牵头的长三角教育科研协作共同体主办，至今已有十
七届，已成为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和长三角教育科研协作
的标志性项目。 （谢 希）

尊敬的广大电力用户，因
线路临时施工停电，以下线路
需配合停电：

10月22日
停 电 线 路 ：10kV 应 松

L157线
停电时间：8:00—16: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

市-临海市-永丰镇：胡战敏
厂、临海市卫国制革厂、临海
市瑞宏工艺品厂、毕修会晋原
煤饼厂、胡克兴沙场、临海市
增华砂石经营部

咨询电话：95598（电力服
务热线）：85281096

临海市供电局
2020年10月15日

停电公告

85111333851113332424小时新闻热线小时新闻热线：：

◆民情直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