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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

1234512345 11月26日：晴到多云。 7～18℃

11月25日：晴到多云。 5～18℃

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质量可接受，某些污染物对极少数异常敏感
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首要污染物：PM2.5。

本报讯 （记者任刚）日前，
一场“双减”政策背景下的语文乐
学课堂在哲商小学举行。哲商小
学、尤溪中心校和远在千里之外
的四川省南充市嘉陵思源实验
学校的孩子们通过网络开展快
乐的互动学习。

为了切实减轻学生的作业
负担，进一步保障学生身心健
康和全面发展，激发大家学习
语文的兴趣，探讨小学语文课
堂有效的方法和策略，此次，哲
商小学专门联合四川省南充市
嘉陵思源实验学校和尤溪中心
校，进行“双减”政策背景下的语
文乐学课堂主题教研活动，以促
进多个校区语文教师之间的观点
碰撞和资源共享，搭建两省三校

教师合作交流的平台。
哲商小学校长陈选峰告诉

记者，哲商小学与四川省南充
市嘉陵思源实验学校是结对帮
扶学校，如何更好地促进两校
联系，有力推动双方的沟通与
交流，一直以来是他们思考的
问题。此次利用线上课堂开展
教研活动，不仅能实现远在千
里之外的师生课堂互动，还通
过互联网实现了校与校之间的
教 师 探 讨 教 研 ，可 谓 一 举 多
得。接下来，他们还将从学校
管理、作业设计、教研组建设等
各方面，与四川省南充市嘉陵
思源实验学校进行深入研究和
互动，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尽
一份力。

东西部协作
线上乐学语文

本报讯 （记者方华）11 月
22日，我市江滨路防洪坝附近路
段，市园林绿化养护事务中心的
工人们正种下一棵棵樱花树，连
续几天的忙碌，100株樱花树已
在江滨路防洪坝附近种植完毕。
放眼望去，樱花树整齐排列，迎风
摇曳，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这次我们种的100株樱花
树品种为染井吉野，沿路种了大
约两公里。到明年春天，欢迎大

家来赏花。”市园林绿化养护事务
中心绿化队队长罗增益说。

据介绍，此次种植的染井吉
野樱花树，都是5年的成苗，地径
在15厘米以上，预计明年3月底
至4月初将陆续开花。染井吉野
樱的花是粉红色的，盛开时满树
烂漫，如云如霞。到来年春天，我
市江滨路防洪坝附近的百米路段
将成为一条“樱花长廊”，成为美
丽临海的一道耀眼景观。

“樱花长廊”落户江滨路
城市再添美丽景观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工作实际，
聚焦药品领域民生热点，纵深推进
市场监管领域“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打造多功能一站式“药事服
务站”，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药事服
务站”5家，其中5星标准1家、4星
标准1家、3星标准3家，服务辐射
70 余万群众，日均服务人数突破
630人次。

以“便民”为宗旨
多样布点延伸服务触角

该局化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为为民服务的动力，综合
考虑“药事服务站”辐射范
围、药企意向等，将全市“药

事服务站”的选址划分为东部、中
部、西部区块，为群众提供线上线下
合理用药咨询、安全用药知识讲座、
中药切片、代煎中药等规范化服务，
提升药事服务覆盖面。

同时，将中药文化融入“药事服
务站”，在服务站内开辟中药博物
馆，搭建中药科普互动交流平台，通
过中药标本展示、中医药古籍解读、
中药真假鉴别等方式引导群众正确
认识中药。目前，全市东部、中部、
西部分别设有服务站，其中方一仁、

台州药材有限公司江南药店等2家
“药事服务站”设有中药博物馆。

以“数字”为契机
数字赋能打造共享链条
该局利用“药事通”小程序、微

信公众号等载体开辟线上服务渠
道，推动“药事服务站”突破地域限
制。小程序提供线上预约、药事指
导、在线咨询、网订店送等 4 大功
能，微信公众号开设“云药历”“云
科普”“云预约”等5大模块，以数
字化药事服务让群众少跑腿，甚至
不跑腿。

此外，该局还借助网络平台，创
新“网上问诊、在线支付、线下配送”
模式，将网络问诊购药的触角延伸至
偏远山区，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扩大服务地域。

以“群众”为导向
志愿服务发挥叠加效应
该局引入专业医院、专业医药公

司等资源，为“药事服务站”输送临床
药师人才，为患者提供个体化、差异
化的药事服务；同时组建了一支线下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结合安全用药
月、医疗器械安全宣传周等时间节
点，在“药事服务站”开展专项宣传活
动，通过播放科普宣传片、举办知识
讲座、发放宣传册等形式提升群众的
药品、医疗器械知识储备。

截至目前，全市“药事服务站”已
举办知识讲座2次，组织各类现场宣传
活动2次，发放科普宣传资料500余
份，现场接受各类咨询1000余人次。

要的就是方便
——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打造一站式“药事服务站”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任 刚 本报通讯员 杨巧红

11 月 21 日，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广旅体局、市社科联
主办，市收藏家协会承办的

“宋韵文化”品鉴会在紫阳街
“临海生活体验馆”举办。活
动通过展示越窑、龙泉窑、耀
州窑、建窑等经典藏品，让参
观者深入了解宋代时期人们
的文化生活。

据了解，接下来我市还将
通过更多形式来展示宋代人
们的文化、艺术、生活的历史
印记，进一步丰富府城文旅的
展示内容。

李萍娟摄

本报讯 （记者金露妮 通
讯员谢芸芸）为进一步拉近共青
团与新兴青年群体的内在联系，
搭建交流合作、信息沟通、资源共
享、专业提升和才艺展示的发展
空间，11月22日下午，我市首个
新兴青年综合服务阵地“青盒空
间”挂牌成立。

据了解，“青盒空间”位于
紫阳街131号，是团市委为推进
新兴青年领域工作打造的本地
特色品牌，为全市新兴青年群
体提供活动、交流、创业等空
间，使之成为新兴青年群体有
需求时想得起、愿意来、找得到
的固定阵地。

新兴领域青年是我市发展

的新兴力量，是美好生活的创
造者和守护者。一直以来，团
市委以团聚青年——服务供给
——培育骨干——形成项目为
路径，立足“找得到、联系紧、服
务实、引导好”的目标，成立台
州市首个快递、互联网行业团
工委，打造青年思创、青年社创
和青年美学等品牌项目，努力
实现新兴青年群体“抱团”发
展。

“接下来，团市委将在能力提
升、对外交流、资源对接等方面积
极为新兴青年搭台助力，推动全
社会共同营造关心支持新兴领域
青年发展的良好环境。”团市委书
记朱晴雯表示。

新兴青年综合服务阵地
“青盒空间”成立

寒冷的冬日里，总有一些温暖
的故事涌现。近日，市民政综合救
助中心联合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
队，通过DNA比对技术，帮流浪至
我市的中年男子肖光明找到了亲
人。

“光明，还认得我吗？我是叔叔
呀。”“哥，你现在在浙江都还好吗?”
在市老年乐园的护理房内，市民政
综合救助中心主任方路拨通了肖光
明亲属的视频电话。视频一接通，
就传来了一声接一声带着浓厚湖南
口音的问候。时隔22年，49岁的肖
光明终于再次听到了熟悉的乡音。

近乡情更怯，由于情绪过于激
动，肖光明只能发出一些模糊的音
节，身体甚至也有些颤抖。记者了
解到，2019年6月20日，杜桥派出所
联系市民政综合救助中心，称在杜
桥工商银行自助取款机旁发现一流
浪男子，因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查询
无果，希望将其送至救助中心收
容。说起肖光明初来情景，方路记
忆犹新。

“一开始，他完全拒绝与人沟
通。头发很长、面色不好，整个人看
起来很瘦，就是一个标准的流浪者
形象。”市民政综合救助中心主任方
路说，在救助中心的几个月里，工作
人员不仅在生活起居上仔细照顾肖
光明，还经常找他聊天谈心。日子
久了，肖光明的态度也从起初的无
声抗拒逐渐转为平和，跟大家慢慢
亲近起来。

但很快，工作人员就发现肖光
明不仅不会说普通话，在语言表达
上也存在很大的障碍。看来，想要
从日常谈心中获取他的相关信息是
不可行的了。为此，市民政综合救
助中心通过问询、人脸识别、媒体寻

亲等多种措施为其寻亲，遗憾
的是都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无奈之下，方路决定先根
据台州市与我市针对流浪乞

讨人员救助管理相关条例，暂时将肖
光明安置在市老年乐园并为他取名

“临波”，将其户口落在市民政综合救
助中心，纳入我市特困人员的保障体
系，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政策。而就在
此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去年我们在给全市的无户口
人员办理落户手续时，需要采集他
们的血样并登记入库。这时，我们
发现‘临波’的DNA信息与一个叫
肖友余的家系对上了。”市公安局
刑事侦查大队民警朱昊淼告诉记
者，家系上显示，肖友余家住湖南
省株洲市渌口区朱亭镇，儿子“肖
光明”因失踪多年已被销户，但“肖
光明”的多项信息都与“临波”基本
吻合。他仔细查看了肖友余一家
人的照片，发现与“临波”的相貌极
为相似。

这一信息，让寻亲之路有了方
向。方路当即与朱昊淼“联手”重
新开始了“临波”的寻亲行动。几
天后，朱昊淼再次来到了市老年乐
园，为“临波”重新采集了 DNA。
在此之前，他通过信息平台与湖南
当地的警方取得联系并说明情况，
请他们帮忙重新采集肖友余的血
样信息。经过严格比对后，最终成
功确定“临波”就是走失多年的“肖
光明”。

冬日气温骤降，但是阻挡不
了团圆的热情。11 月 22 日，肖光
明的叔叔肖伏林和两个堂兄弟专
门驱车 21 个小时赶到 1000 多公
里以外的临海来接失散多年的亲
人回家。青春少年离家时，再见
已是两鬓斑。平时交流困难的肖
光明见到熟悉的亲人竟流利地说
了两句家乡话，干瘪的脸上露出
舒心的笑意。现场，肖伏林告诉

记者，侄儿是在1999年 10月走失
的。因为小时候患过脑膜炎、曾
被电过，智力受到了一定影响。
也许是这两个原因，侄儿在走失
后始终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擦
干眼泪，家人们为肖光明换上了
特意准备的新衣，还为1年多来为
了寻亲穿针引线的我市相关部门
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我们都没想到还能有侄儿
的消息，全家人都特别高兴。”肖伏
林边说边向民警和救助中心工作
人员深深鞠了一躬。他说，之前家
人找了肖光明五六年都没有音
讯。22年过去了，大家都以为他不
在了，才把户口注销掉。现在人平
安找到了，今年他们一家也能过个
团圆年了。

冒着小雨，流浪了22年的肖光
明终于踏上了回家路。与此同时，
千里之外的父母亲人们正欢欢喜
喜宴请宾客，庆祝他的回归。20多
个小时后，肖光明也将重新坐回阔

别多年的家庭饭桌。
流浪人员重获团圆，放眼我

市，肖光明是其中的缩影。看似
一蹴而就的成果背后是工作人员
们无数个日夜的努力。朱昊淼
说，通过 DNA 技术寻亲的难点在
于如何打破信息壁垒。因为流浪
人员来自天南海北，找到家系只
是寻亲迈出的第一步。如何与当
地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并联合推
进后续工作落实，在目前还存在
着诸多不便。好在今年团圆行动
开展以来，我市公安局与全国各
地的公安系统逐步建立了信息联
络平台，通堵点、解难题，已为 81
对亲人重拾团圆。这在整个浙江
乃至全国来说，都是比较喜人的
成绩。在送走肖光明后，市民政
综合救助中心还将继续“牵手”市
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为目前已有
寻亲线索的 2 名流浪者查找亲
人，让他们也早日走上回家路，过
上团圆年。

民政公安齐“牵手”
助流浪22载男子回家

今年我市开展的“团圆行动”，已助力81对亲人重拾团圆
□本报记者 金晓欣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大爱临海 温暖之城

图为肖光明家属向市民政综合救助中心、市公安局赠送锦旗。金晓欣摄

2021年12月3日上午9：00-10:30，临海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詹
才勇同志将在市12345政务咨询投诉举报中心现场接听电话，受理关
于养老、社会救助、殡葬改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投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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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24日

关于临海市民政局局长
接听12345热线电话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