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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三个转变”打好消防安全翻身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卢 凯）5
月1
5日下午，全市消防安全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召开。贯彻落实全省消
防工作现场会精神，回顾总结 2
0
1
7
年度全市消防安全工作，分析研判当
前消防安全形势，促进消防工作实现
“三个转变”，动员全市力量打好消防
安全“三年翻身仗”，重点部署 2
0
1
8
年度消防安全工作任务。区委常委、
公安分局局长郑灵江出席我区分会
场。
会议指出，自去年 1
1月 9日市
委、市政府部署开展“生命至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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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五战联合除火患全民大行动以
来，全市消防战线的同志们主动作
为、扑在一线，全身心投入到消防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合力全面凝
聚，火灾隐患彻查彻整，工作成效各
方点赞。截至 5月 1
0日，全市火灾起
数降幅全省第一，火灾起数和亡人数
实现了断崖式下降，防安全严峻形势
初步得到有效遏制。
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形势，时
刻保持警醒，切实肩负起新时代消防
安全重要使命。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思想的具体行动，是回应人民群
众期待的使命所在，是推动台州高质
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各级各部门务
必保持清醒头脑，进一步增强忧患意
识、底线意识、红线意识，以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的拼劲和韧劲，以更具
智慧、更有力度的办法和措施推进消
防安全工作。
会议强调，消防安全工作只有
起点没有终点。要以坚如磐石的决
心、坚不可摧的意志，坚决打赢消
防安全翻身仗。下阶段，要知行合
一，提高政治站位；持之以恒，强

化隐患整治；从严从细，推动责任
落实；固本强基，夯实基层基础。
加快推动消防工作从补短板向“打
补丁”、从粗犷向精准、从“无底”
向可控“三个转变”，着力破除堵
点、盲点、痛点，实现消防安全形
势根本好转，确保今年全市消防安
全工作实现高水平跨越式发展，消
防安全治理综合水平居全省前列。
会上，椒江区、路桥区、温岭市作
相关典型经验交流，各县（市、区）相
关负责人签订了 2
0
1
8年度消防安全
工作目标责任书。

等方面对参加打擂的 1
0余组黄琅西
瓜进行评选。
西瓜评选过程与中医的“望闻问
切”有异曲同工之妙。
“ 西瓜作为水
果，好的卖相也是至关重要的。外观
形状是否端正，是否存在挤压破裂情
况以及瓜皮的颜色都会影响评分。”
评委拿着评分表对台上西瓜仔细打
量，不时用手去触摸西瓜的表皮。此
外，果肉色泽与均匀度，白筋、僵块多
少，有无空心、籽粒及瓜瓤成熟度、瓜
皮厚薄等也都是西瓜的评选标准。
评委一边打分，一边做科普讲
解，
“年份、气候都会对西瓜的口味产
生影响，土壤的环境与科学的肥料管

理也是重要因素，像黄琅这个地方，
钙、钾元素含量比较高，种出来的西
瓜就比较甜。”说到西瓜甜度，就需要
提到西瓜的重要指标——含糖量。
为了科学评判，工作人员将事先封存
好的 1
0余组西瓜依次标上号次，
通过
检测仪器对每组样本进行糖度检测。
“我以前都是托朋友从市场上买
的，听说这里有西瓜节就特地跑过来
品尝，果然还是现场的更好吃。”在品
尝了台上的各类西瓜后，家住温岭的
孔先生表示以后一定要向朋友多多
宣传黄琅西瓜。
经过糖度检测、评委打分、观众
投票，最终的获奖者还能与企业签订

收购订单。
除了别开生面的西瓜擂台赛，此
次西瓜节还有乡村振兴论坛、
“黄蜜”
西瓜品牌展示、品西瓜美食等一系列
子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进
一步提高黄琅西瓜的品牌知名度和
市场竞争力，做大做强路桥西瓜产
业，促进西瓜产业转型升级。同时，
以西瓜节为契机，引导广大西瓜种植
户在种植技术、销售模式等方面积极
探索，实现进一步增收。”活动的负责
人如是说。
据了解，整个西瓜文化节将持续
四个月，8月 1
9日的闭幕式上将举办
精彩的西瓜音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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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热，西瓜成了很多人的心
头好。黄琅西瓜汁多味甜，盛名在
外。5月 1
5日上午，在金清农垦场三
友农科园里举办的第五届西瓜文化
节，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与。
据了解，西瓜文化节旨在打造和
提升黄琅西瓜品牌，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西瓜文化节由区人民政府主办，
由金清镇人民政府、区农林局、区旅
游局联合承办，由台州市农垦场和三
友农科园协办。
活动现场，专家和观众们通过外
观、剖面色泽、成熟度、含糖量、口感

跨越半个世纪 点亮收藏生涯
张士友的火花情缘
!全媒体记者 於徐阳
实习生 吴京谕 文/
摄

“这个是邮票。”带着笃定，在偶
遇到这花花绿绿，只有方寸大小的纸
片时，新桥镇初级中学初二学生郑兴
欣给出这样肯定的答案，同伴们也纷
纷表示认可。
不料，他们眼前的这位 8
3岁老
人张士友却笑着告诉他们：
“ 这是火
花，也就是火柴的商标贴纸，这些都
是我收藏的。
”
看着老人自豪的表情，一脸惊讶
的学生们再仔细端详时，才看清这似
曾相识的“新鲜事物”。
火花，即火柴盒上的贴画，最初
仅作为火柴的商标用于火柴的流
通。随着岁月流逝，火柴盒上的贴画
突破了商标这一概念，火花图案设计
的选材也趋于天马行空，火花收藏随
之应运而生，许多收藏爱好者会把它
们收集起来以供赏玩，而张士友便是
其中之一。
在区图书馆的支持下，张士友收
藏的 1
4
0
0枚火花在图书馆二楼大厅
内进行展出，即日起持续至 5月 3
0
日。

方寸之间纳天地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火柴
在农村家庭最为常见，那时我们把它
叫做‘洋火’，因为火柴是舶来品。后
来，国内大量生产，大家才慢慢地将
其改称它为‘自来火’。平日里生火
做饭、点灯，时刻离不开它的。”张士
友说，火柴不仅点亮了群众的生活，
也点亮了他收藏火花的道路。
一枚枚火花，不仅书写着祖国的
建设成就，也映照出那个时代的精神
风貌。
“别看火花就这么小小的，但里
面的内容却包罗万象，中国上下五千
年的文化历史，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都能展现其中。虽然和其他一些收
藏门类相比，火花收藏价值不大，但
里面所包容的文化是最让我喜欢
的。”在张士友手头，收藏有十二生

肖、外国名人、水浒 1
0
8将、金陵十二
钗、历代诗人、动物世界、三十六计、
历代名将等为主题的成套火花。
据了解，从 1
9
5
8年起，各地的火
柴厂在火花设计上，摆脱了以往单纯
的商标记号作用，开始由单枚发展为
成套，且有各种主题，成为了集知识
性、趣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百科全
书。恰在这时，张士友也逐渐成为了
火花的“粉丝”，像他收藏着的“水浒
1
0
8将”
火花，
就有同一主题两种表现
形式的成套火花。
“火花自打有了设计后，各地就
出现了设计评展，像这套 2
0张，将
‘首届火花评展’这些字嵌入其中的
火花，就出自武汉……”在展览时，张
士友偶尔会取出几种，热情地向观众
介绍，方便让观众近距离地观赏他的
“珍爱”。向观众介绍这一套套藏品
的来历时，
张士友更显得神采奕奕。

时代印记话变迁
“收藏到这些火花挺不容易的。”
张士友告诉记者，这 1
4
0
0枚火花，除
了自己有心收集的，还有不少全靠亲
戚朋友“接济”的，
“ 大家都知道我有
收藏火花的爱好，因此去各地出差、
旅游时，见到当地好看的火柴盒，都
会捎回来给我。
”
地方火柴厂分散于各地，火花制
作就没有统一的制作命题，这就让火
花的主题更加丰富多样性。因此，大
伙为张士友从各地集来的火花，鲜有
重复的。每当收到这礼物时，张士友
心中总有说不出的感激，也就格外珍
惜，他在拿着火花向观众介绍的时
候，总是习惯性地捂着嘴略侧着头。
“这是为了保护火花。”张士友说，集
邮爱好者在整理邮时会带上口罩和
手套，并用镊子夹的方式来触碰，火
花收藏虽然不需要保护到邮票那种
程度，但还是需要极力避免火花和呼
出的气以及唾液直接接触，否则会影
响品相。
让张士友这样极力保护的另一
个原因在于“时代的变迁”，他说：
“现

在用火柴的人越来越少，全国各地的
火柴厂也一个接一个地关门，据说现
全国的火柴生产厂家 1
0
0家都不到，
能供收藏的火花就更少了。
”
由于火柴生产厂家逐年减少，火
柴在日常生活中也逐渐绝迹。那一
群前来参观的初中学生们在议论时
说，
“ 他们现在仅能见到的火柴只在
化学实验室里”，因而可供收藏的火
花也就越来越少。为了收集火花，张
士友去过许多地方，时刻留心有没有
稀奇的火花。当然，张士友也是古董
市场的常客，有不少火花就是从古董
市场购入的。

收藏魅力尽无遗
这次展览中，张士友还带来 1
0
0
余个“火柴升级版”--打火机，也有
“火柴的前身”--火折子，方言称之
为“梅头棍”，是张士友曾用过的“家
当”。
除了收藏火花外，张士友还收藏
了烟标、邮票、布票、粮票、报头等，其
中烟标就有千多张。对他来说，他的
3万余件藏品都是他收藏历史的忠
实记录。

“收藏贵在坚持，多年的收藏经
历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同时也获
得了许多乐趣，收藏已经成为我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2
0
0
9
年，张士友将自己 6
0年来收集的生
活资料，建起了台州首个家庭档案
馆。
在今年年初，张士友的收藏馆也
成 为 了“ 路 桥 图 书 馆 地 方 文 献 分
馆”。馆内所收藏的资料不仅较全面
地记载了家庭的社会实践和家庭事
务活动情况，而且较真实地反映了整
个社会局部地区的历史风貌，可谓是
一部浓缩了 6
0年巨变的家庭史书。
据悉，其馆藏共分为日记类、收藏类、
剪报类、戏剧类四部分。日记类有张
士友 1
9
5
6年起至今 6
3年间，个人所
写的 9
6本日记本，共 3
0
0余万字；剪
报类是把从报刊杂志上剪下来的文
字、图片资料整理分类并集纳成册，
共有 5
0多本；戏剧类包括戏剧剧本、
演出节目单、戏票、戏剧经典书籍等
材料。
如今，张士友已经是耄耋之年，
但他说，
“收藏已是我的精神寄托，生
命不止，
收藏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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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区召开四套班子会议，第一时间传
达市委书记陈奕君在市区发展座谈会和在路桥
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动员全区干部群众要认真
贯彻落实市委的部署和要求，铆足干劲、主动担
当、全力奔跑，继续当好市区融合发展的排头
兵，为台州走在全省第二方阵前列作出路桥更
大的贡献。
战略在于谋划，落实在于行动。一直以来，
路桥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不怕苦、不怕累、肯
吃苦、能战斗”的“路桥铁军”精神，在经济社会
各个方面努力跑在全市前列。从建区初期的
“三区争第一”到现在的“三区当第一”，从“争当
市区融合发展的排头兵”到如今的“当好市区融
合发展的排头兵”，地位的改变饱含着业绩与荣
誉，也意味着更大的使命和担当。这要求我们
必须以更高的目标、更广的视野，更多地站在全
局考虑路桥的发展，才能不负使命、不负重托，
继续为台州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
当好市区融合发展的排头兵，就要紧紧抓
住发展这个“牛鼻子”，不断强化、更新这座城市
的经济基础。要紧抓当前产业升级的契机，充
分发挥低效产业整治、环境整治、治危拆违等工
作的倒逼作用，彻底扭转产业发展“低小散”的
局面，提升产业质效，打赢传统产业的翻身仗。
要牢固树立“抓大项目，大抓项目”的观念，落实
“妈妈式”服务理念，用“五皮”招商、
“ 五心”留
商，全力培养优秀本土企业，全力招引优质项目
落户路桥。
当好市区融合发展的排头兵，就是要高起
点规划，匠心打造我们的美丽家园。要统筹空
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
三大环节，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
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题，把城市作为一个整
体通盘考虑。当前，就是要加大马力推进飞龙
湖区块、旧城区块、滨海区块的建设，打造怡人
心智的“台州小西湖”、沁人心脾的现代版“清明
上河图”、涤荡心胸的“滨海明珠”。深入推进
“振兴乡村、美丽先行”行动，推进公厕、垃圾、物
业“三大革命”，
打造宜居环境。
当好市区融合发展的排头兵，
就是要大力补足发展短板，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如果说路桥的前二
十年发展，
着力解决的是
“如何发展、
如何致富”
的问题，
那么，
现在则要更多地考虑“富起来以后做什么，怎么生活”的问
题。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高水平人才的支撑，而高水平人
才恰恰对高水平的精神文化服务拥有更多需求。加大力度补
足教育、
健康、
文化、
体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
促进广义上
的文化产业飞速发展，
将是路桥提升发展水平的又一关键。
当好市区融合发展的排头兵，就是要合力攻坚，坚持不
懈地为路桥发展筑牢安全稳定的根基。安全和稳定是一切
发展的基础，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将归零。如果说现有
的安全问题，是历史上粗放型发展的遗留的结果，那么，今
天我们就要在路桥转型的关键档口，集中火力、全力以赴地
解决这个问题。处理好量大面广的安全稳定问题，需要的是
基层一线干部深入群众之中，坚持标准，坚守原则，突破难
点，解决矛盾。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这座城市更加美丽、更加和谐、更加富
强、
更加安康。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路桥继续领跑
全市，为路桥早日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
社会而不断奋斗！

今日
时评

多方联动 共筑学生平安夏季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潘璐
萍）5月 1
1日下午，
螺洋小学火警
警报拉响，
在烟雾中，
教学楼里的
学生们排列有序，
弯着腰、
捂着口
鼻，
从各个安全出口鱼贯而出，
随
后消防车到达现场进行灭火和救
援……这里，
正在举行市
“学生平
安夏季百日倒计时”启动仪式暨
中小学生应急疏散演练。
随着火警警报的拉响，应急
疏散演练开始了。一阵阵烟雾
从“火灾地点”冒了出来，一些
“被困人员”在楼道显眼位置挥
动彩带，请求救助。两辆消防车
很快赶到了现场，消防官兵一边
积极引导学生离开“火灾地点”，
一边快速有序地展开救援工
作。演练过程中，全体学生按照
要求迅速撤离到操场安全地
带。同时，消防官兵将“被困人
员”救出，并交送给医疗救援人
员进行救护。随后，红十字会救
护师向师生们介绍了应急救护
知识，
同学们认真听取了讲解。
5月份至 8月份，既是考试

季节又是暑假，学生在校外时间
较多，是安全管理的薄弱时段。
同时，学生外出玩水或游泳也增
多，极易发生各类安全事故。通
过此次活动，可以进一步加强学
生安全教育，增强他们的安全意
识，强化学校安全的网格化管理
和校内外之间的无缝衔接，切实
减少学生各种安全事故的发生。
据了解，此次“学生平安夏
季百日倒计时”活动，主要以落
实“十个一”行动、隐患排查行
动、学生自护行动、全民宣传行
动、万名教师进万家人行动、文
明安全度暑期行动六个方面展
开。要求各个学校高度重视，广
泛宣传，积极参与，全面发动，在
内容上要突出防溺水，在对象上
要突出小学，特别是外来民工子
女学校和留守儿童，在时段上要
突出暑期和节假日，通过共防共
管，做到学生安全人人关注、家
家重视、时时提醒、处处防范，确
保广大学生度过一个安全、文
明、多彩的假期。

打造
“红色杏林”
绘就
“惠民春色”
（上接 1版）
“红色杏林工程”的实施，正
在逐步显现出它的辐射和溢出
效应。
日前，蓬街的王阿婆在路桥
区“两癌”免费筛查质控专家组
的随机电话回访时给区第二人
民医院医共体点赞：
“好，非常的
好！”王阿婆前段时间在“两癌”
筛查中，
宫颈 HPV结果呈阳性。
接诊的妇产科徐丹红医师
耐心地为王阿婆解释，并放弃下
班休息时间专门陪她进行检
查。在检查结果出来后，王阿婆
主动要求在区二院做宫颈锥切

手术，手术相当顺利，2天后就出
院。
据悉，3家医共体牵头医院
均建立了“杏林暖心驿站”，全区
共建立以“杏林暖心医务台”
“杏
林暖心书香角”等主题活动室 2
2
个，更好地服务就诊群众，让大
家真切地感受到了医共体改革
所带来的“惠民春色”。
下阶段，区里将在医疗卫生
系统党员及医务人员中开展“爱
心十元捐”活动，每人每月捐出
十 元 ，建 立“ 杏 林 帮 扶 爱 心 基
金”，用于资助无主患者、因病致
贫家庭、计生特殊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