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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帝王
组织在险峻未知
的地心世界执行
一项危险任务时
找到了巨兽起源
的线索。与此同
时，人类计划将
所有巨兽从地球
上抹去的阴谋渐
渐浮出水面，而
传说中哥斯拉和
金刚两个王者的
世纪对决也将一
触即发。

《哥斯拉大战金刚》
动作/科幻/冒险 导演：亚当·温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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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

1234512345 4月9日：多云。 9～19℃

4月8日：雨渐止转阴到多云。 11～16℃

投稿邮箱:tzlhrb@126.com

xinwen

●为推进上盘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头门
港中队配合上盘镇，采取一名镇干部、两名执法人员的“1+2”组合模式，深
入走访上盘镇辖区内小宾馆、小餐饮、小美发等六小行业，并发放告知书，
要求店家做好隔油池、毛发收集器等污水预处理设施。 （李迎迎）

清明时期，东塍镇桐坑的“绿壳
红”茶叶基地迎来采茶高峰。东塍
镇党员干部们抢抓晴好天气，背着
茶篓，协助茶农们采茶。

金露妮摄

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新新 闻闻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下属单位临海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因事业发
展需要，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应广大考生要求，现延长招
聘时间。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单位和岗位招聘条件
招聘单位：临海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二、招聘程序
通过相关的笔试和面试，最后对

合格者进行政审和体检，择优录用。
三、招聘人数
临海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基层站

线务员5名，按招聘人数1∶3比例开
考。

四、报名办法、地点、时间
报名者请带本人学历证书原件、

身份证原件、近期免冠一英寸彩照二
张。有户籍要求岗位带户口簿原件，
复退军人带退伍证，以上材料请自备
复印件。

报名地点：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

大楼13楼1325办公室
报名时间：2021年3月30日至4

月8日（双休日暂停）
上午8:00-11:00 下午2:30-5:00
五、其他事项
招聘单位地址：临海市新闻传媒

集团（临海市广播电视台）临海市临
海大道（中）1258号

联 系 人：嵇老师 金老师
联系电话：89365932

85401008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
（临海市广播电视台）

2021年3月30日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延长招聘报名时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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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洋街道城管办党支部开
展“美丽灵湖，我在行动”生态行活动。
全体党员沿着灵湖步行道捡烟蒂、拾

垃圾，同时向过往游客发放“五水共治”宣传手册，讲解“绿水币”使用方法，引导
群众参与到治水行动中来。 蒋超颖摄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专啃医疗
纠纷这个“硬骨头”，而且很有一
套方法：进行“热处理”，快刀斩乱
麻，1 小时即达成调解协议；运用

“冷处理”，借助各方力量，持续近
3 年的信访积案也被顺利画上句
号……

他们都是老谢调解工作室的成
员，这个工作室刚被评为“省级金牌
人民调解工作室”。

老谢调解工作室成立于 2018
年，以退休政法干警谢哉华的名字
命名，设有3名专职调解员、1名调
解辅助人员，目前常驻市社会矛盾
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因为老谢自
2007年就开始从事医疗纠纷事件
的调解，并于2014年担任市医疗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所以工作
室成立后也一直以医疗纠纷调解
为重点。

虽然工作室成立时间不长，但
每个人深知：“做调解工作，尤其
是困难重重的医疗纠纷调解，必
须要脚勤、嘴勤、手勤。工作室名
气越来越大后，急难险重事件，甚
至死亡事件也前来求助，那么调

解人员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到了现场，则要根据情况，采取不
同的处理方式。对于事件来龙去
脉清晰的，可以当场调解，让当事
人双方达成和解。1个月前，老谢
就快刀斩乱麻地调解了一起死亡
医疗纠纷。

当时，30多岁的沈某某因突发
状况抢救无效过世。家属对医疗
过程有异议，院方就请老谢来调
解。没有二话，老谢就电话联系家
属，详细了解家属诉求后，确定调
解时间。第二天，仅 1 个小时，双
方就达成和解，并于半个月后签订
调解协议。

对于一些疑难复杂的纠纷，他
们则沉下身子，静下心来，不厌其烦
地做工作，直至结案。

2017年 9月，洪某声称其母亲
在住院接受治疗期间，因医护人员
暴力治疗导致身上出现骨折伤情，
要求公安机关查处相关人员。经警
方调查和法医鉴定，一致认为洪某
母亲在院仅8天，骨折骨痂形成不
符合愈合变化过程，故不予认定。
洪某不服，多次到各级公安机关上
访。听说老谢开了工作室，洪某就
赶过来向老谢求助。

接到求助，老谢先是打开自己

的“人才库”。“我们在市司法局的支
持下，有了由69名调解、医疗资深
专家及‘两代表一委员’组成的‘人
才库’，他们是我的‘百宝箱’。”说起
这个“人才库”，老谢很是自豪。详
细咨询后，老谢心里有了底，只是双
方要求悬殊，第一次调解失败。但
是，老谢不急，也不放弃。工作室全
员行动，脚勤、嘴勤、手勤相结合，灵
活运用背靠背、面对面的调解方式，
对洪某进行教育疏导，并按规定帮
助申请司法救助金，甚至邀请卫健、
公安、镇（街道）等多个部门单位联
合调处。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9
月，持续了近3年的信访积案顺利
画上句号。

医疗纠纷里，补偿款往往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在老谢工作室里，
服务百姓事最大，补偿款当然是锱
铢必较。众多事件中，老谢对一笔
21800元的补偿款印象深刻。这是
40多岁的杨女士涉及的医疗纠纷补
偿款。

去年，杨女士经历了一次妇科
手术后，对医院的医疗过程有异
议，出院后就到工作室申请调解。
初次调解，因为双方所提出的补偿
款数额相差过大，调解失败。之
后，杨女士申请了医学会鉴定，准

备诉诸法律。想到鉴定结果是不
属于医疗事故，杨女士又四处上
访。8个月后，想想各种成本，杨女
士还是希望工作室帮忙调解。毫不
推脱，工作室再次受理了这个事，
开始新一轮的调解。只是，补偿款
在谈到 2 万元时卡住了。为了帮
杨女士多要1800元补偿款，老谢跟
院方相关负责人沟通无果后，直接
与院长磨嘴皮子。最终，院长也不
得不佩服老谢的毅力，“也就是你
老谢，有这个耐心。”签订调解协议
书的时候，杨女士说：“谢主任，你
们帮我反反复复做工作，为了我的
补偿款，还跟医院一分一厘地算钱，
实在是太感谢了。”

就这样，凭借着过硬的调解能
力，老谢调解工作室在医疗纠纷调
解上成绩斐然。自成立以来，该工
作室平均每年调解医疗纠纷70多
件，没有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调解
案件的上访事件，实现定纷止争、案
结事了，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
定。工作室主任谢哉华也收获了不
少荣誉：2018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

“全省优秀人民调解员”，2019、2020
年先后被司法部评为“人民调解专
项活动表现突出个人”“全国模范人
民调解员”。

解决医疗纠纷的“专家门诊”
——记“省级金牌人民调解工作室”老谢调解工作室

□本报记者 高再娇

本报讯 （记者李嘉惠）3月
27日，市第五中学开展庆建党一
百周年“微长征”徒步活动。“脚下
山路有穷，心中坚持无尽，不等待、
不懈怠，毅在行走，即刻出发……”
随着宣誓的结束，500多名师生
穿上军装，走出校门，徒步15公
里，用脚步丈量新时代大地，延续
长征精神。

“我认为长征精神就是对一
件看似完不成的事情不言放弃，
全力争取，最终取得胜利。”初三
学生小冯说，距离中考只有70多
天了，这次“微长征”活动是对他
们初三学生的一次动员、一次激
励。作为一名新时代少年，我们
践行长征精神，首先要完成好当

下的学习任务，锐意
进取，将来以实际行
动报效祖国。

记者了解到，此
次“微长征”活动，师
生们从灵湖出发，徒

步走到牛头山，整个过程历时近
5个小时。为此，学校制定了“微
长征”行军路线图，并模拟红军长
征路，在过程中设置“瑞金站”“遵
义站”“泸定站”“腊子口站”“会宁
站”5个点，到达终点后还组织开
展党史知识竞赛等活动。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今天的‘微长征’徒步活动，一方
面让学生们暂时放下书本、背上
行囊，去感受春天的美好，以15
公里的路程，体验红军曾经的两
万五千里长征，从中领略长征精
神，磨练坚强意志；另一方面也
以这样的方式向建党一百周年
献礼。”市第五中学校长任明华
说。

铮铮少年
重走“长征路”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 通
讯员郑若阳）传统村落是一种特
殊的历史文化记忆，为进一步做
好汇溪镇善家洋村传统村落保护
工作，推动善家洋村风貌提升，近
日，市住建局指导小组深入该村
开展服务指导工作。

作为我市18个国家级传统
村落之一，善家洋村的传统建筑
具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对研究江
南地区民居建筑、族群生活及民
居工艺技术的传承史有着珍贵的
参考作用。该村传统建筑都为两
层，底层多就地取材，采用山中的
条石，第二层则为青砖，远远看
去，错落有致，富有层次感。

当天，市住建局指导小组一
行深入老宅、祠堂等，详细查看古

建筑保护情况，并向当地村民详
细了解村落宅基修缮情况。立足
现状，指导小组认为该村要注重
保护原有传统建筑和历史肌理，
可以对周边进行必要的环境整
治，提升村内人居环境；做好历史
环境要素的修复，加强对街巷破
损路面及部分传统水径的修复；
要树立正确的保护理念和意识，
村民中有意愿有能力修缮四合院
的，要积极支持，加强正面引导。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该局将进
一步推进全市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走访古村古街古巷，察民情听民意，
围绕传统村落宅基保护修缮、产业
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开
展服务指导，让村落记忆、村落文
化、村落风貌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市住建局
深入村庄指导
保护传统村落

◆平安临海◆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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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在九支山分场，一只陈旧的竹篓

和一根斑驳的扁担，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由于长时间的使用，竹篓和扁担
的边缘早已被磨得光滑。分场老职
工项秀福笑着向记者解释道，这两样
东西可是他的“传家宝”。林场建立
之初，不通路、山上没粮，他的父亲就
是用这根扁担、这只竹篓将粮食一点
点地背到了分场的土灶前。后来，父
亲退休，他接过护林棒，也接过了扁
担和竹篓。一头装着粮食，一头挑着
1岁多的女儿，沿着父亲走过的足迹，
对着这片林海，一守就是半生。

一山葱郁，两代传承。如果把这
种力量具象化，我想，那就是林场里
一张张朴实的面庞：让林场步步壮大
的场长屈卫明，坚守深山20年的黄
桂莲、黄桂仙、黄桂花三姐妹，用青春
为九支山染绿的李敬顺、李敬祝两兄
弟……19名“林二代”，汇聚在一起就
是满天星光，照亮了大山里的又一个
时代记忆。

2014年，市林场完成国有林场
改革，生态公益林性质得以确认。“十

三五”期间，通过珍贵树种培育和储
备林建设，天然林生态修复和公益林
生态质量进一步得到提升。2020年
初，括苍山国家森林公园正式成立。
一张张绿色成绩单上，有力地附注着
忠诚守业的林场精神。

“林场就是我的家，守住林场就
是守住家。”这是采访过程中，“林二
代”们反复提起的一句话。

一面党旗站青山
每年清明前后，是林场森林防火

压力最重的时候。这么多年来，林场
人总是心照不宣地将扫墓祭祖的日
子提前或者延后。

“爸，我来看你了。”3月过半，
九支山分场副场长杨淑宝就早早地
提着鲜花来到了父亲的坟前祭扫。
按照杜桥、前所一带的习俗，上坟只
能在清明节的当天。但是自从来到
了林场，杨淑宝就再也没有在清明当
日来看过父亲。想到这里，他的心头
不禁又泛起了一阵愧疚。

杨淑宝是市林场里的第三代护
林员，也是市林场党支部里的骨干力

量。造林千日功，火烧一日空。林场
人是不过清明节的。每年清明节前
后的半个月里，他都要带领着分场同
事们筑牢森林消防防线。清明当日，
是祭扫人员最多的时候。光是山口
的卡点检查与林区的巡逻，忙起来他
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更别提回家
祭扫了。他告诉记者，经过一代又一
代林场人的努力，目前市林场经营总
面积达5.7万亩，其中生态公益林面
积4.78万亩，森林蓄积量25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93.5%。伟大事业，
不能在他们这一辈人手里出了错。
如何将青山守住，就是时代交给他们
的新任务。

在市林场的43名在编员工中，
像杨淑宝这样的“红色护林员”一共
有 20 名，超过总职工数的三分之
一。他们在各个分场以及所有重要
岗位上，成为了新时代护绿队伍里走
在前列的“红色身影”，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年轻护林员们向党旗靠拢。

今年23岁的金伟军，市林场里
年纪最小的护林员。就在不久前，他
向市林场党支部提交了一份入党申

请书。
“我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有

凝聚力的团队，大家相互帮助，相互
温暖。所以，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
名党员，将这股温暖、坚定的红色精
神传递下去。”让金伟军决定加入中
国共产党的，是在防火线上的那个瞬
间。自从他来到了大岙分场，每次巡
山、造林，老党员们总是不厌其烦地
走在前面，手把手将护林的本事教给
他这个“小年轻”。其中，清理防火线
是最繁琐和耗费体力的一项工作。
10来米宽的防火线沿着山脊蜿蜒向
前，裸露嶙峋的岩石就是前行的道
路。由于不熟悉地形，金伟军几次险
些踩空，每每这时，老党员们总是及
时将他拉住，笑着给他讲从前他们开
辟防火线的故事。看着紧握的双手，
听着艰苦创业的故事，金伟军心里暗
暗下定了决心，自己也要像老党员们
一样，在守山护林的道路上勇往无前
地走下去。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
诺就是一生守护。开启林场绿色奇
迹的密码，唯有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