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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王旭阳

李倩倩，路桥实验中学的语文老
师，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教师的
生命和价值在教室、在讲台、在与学生
一起成长的点滴感动之间。”

“三颗糖”的故事
2003年 6月，李倩倩带着“浙江省

优秀毕业生”的荣誉证书从台州学院汉
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并于同年8月进入
台州市路桥实验中学任职。

李倩倩说，对她教学理念产生深
远影响的，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三

颗糖”的故事，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调
皮捣蛋的学生，被陶先生叫到办公
室，学生原以为是接受批评，却没想
陶先生说出了学生的3个优点并嘉奖他
3颗糖。

在李倩倩的教学生涯中，她也一
直秉持着“善于发现学生闪光点”的理
念。在她授课的一个班级里，有一个调
皮捣蛋的男生，在他生日当天，她叫这
位男生到办公室，学生一副戒恐而又叛
逆不服的模样，她没有板起脸对他进行
批评，反而掏出了一张贺卡，上面写满
了全班同学的祝福及签名。

握着这张载满祝福的贺卡，男生流

泪了，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李倩倩
回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
男生的行为举止有了很大的改善，再没
有打过架或是和老师顶过嘴。

做家长最放心的老师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李倩倩孤身奋

战在青灯下：一本教材，一支水笔，一杯
清茶，潜心学习、备课。备课本写得密
密麻麻，备忘录记得条分缕析。

在她的字典里，没有“午休”二
字，当别人躺下休息时，她或敲击键
盘记录点滴教育心得，或与学生促膝
长谈，为他们排忧解难。她常说：“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忙人之所闲，才
能出成绩。”

工作 15年来，她曾 4度中途接
班，每届学生语文成绩均名列前茅。
她亲切踏实的教风，创新大胆的课堂设
计深受师生好评和家长认可。常有家
长说：“如果孩子能在李老师的班级读，
那么我就放心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旭阳） 9月13日上午，
在区12345政务咨询投诉举报中心，区供电局党委
书记、执行董事张振东及相关科室负责人现场接听
电话，受理我区电费缴纳、电网建设、新能源业务
与供电服务等方面的投诉、意见、建议以及相关政
策法规咨询。

9时许，第一通政务咨询电话响起。“您好，听
说如果2个月不缴纳电费，就会纳入征信系统，所
以想来咨询一下，有这回事吗？”“您好，这位女
士，目前全省确实在推行市民信用和电费挂钩这一
相关政策，一年内如果有2个月以上不缴纳电费确
实是会纳入征信系统的，所以建议您还是要及时缴
纳，不然欠费停电对您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张
振东回答并建议道。

“您好，平时我家白天都没有人，只有晚上有
人，我听说可以日电、夜电分开算，想来问问这个
该如何办理？”“您好女士，您指的应该是我们的峰
谷表办理，这个很简单，只需带上您的身份证原件
到位于铭泰村的营业厅即可办理，或者您下载一个
掌上电力APP，在手机上就能办理。日电的收费标
准是0.568元每度，夜电则是0.288元每度。”

在一个半小时的电话接听中，市民们关注的热
点问题是供电服务、电费缴纳等。张振东和相关科
室负责人一一做了详实地解答，对当场不能解决到
位的问题安排专人记录，并及时回复告知处理进
度。

!全媒体记者 徐 蒙 王 斌

9月 1日起，车辆全国“通检”全面启
动，这意味着全国3亿多位车主将免于为
自己爱车年检问题的来回奔波。值得一提
的是，全国“通检”过程中，无需办理委托检
验手续。

所谓全国“通检”，就是小型汽车、货车
和中型客车可进行跨省异地检验，申请人
可以直接在机动车登记地以外省份直接检
验，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无需办理委托检验
手续。简单来说就是，办理异地车辆年检
就和在当地年检一样了。

无需委托书
外省车辆年检就近办

“9月1日有7辆、9月3日有29辆、9月
4日有20辆……”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监管中心提供的数据，一星期内共有103
辆省外车辆直接年检。

据悉，目前在路桥辖区内共有4家机
动车检测站点。分别是新安西街398号的
台州市车辆综合性能检测中心站，其检测
车辆类型包括大、中、小型汽车、摩托车；财
富大道台州市客运中心北侧的台州市车辆
综合性能检测中心站路桥第一分站，其检
测车辆类型包括大、中、小型汽车；蓬街镇

民里村2区198号的台州市车辆综合性能
检测中心站路桥第二分站，其检测车辆类
型是小型汽车；路南街道迎宾大道1号的
台州方林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其检测车辆
类型是小型汽车。

9月1日的新措施实行后，不管你是当
地车主还是省外车主，都可以根据自身情
况，就近选择检测站进行车辆年检，实现车
辆年检“就近办、便捷办”。

值得广大车主注意的是，9月份开始的
全国“通检”的车型，主要是小型汽车、货车
和中型客车，不包括大型客车、校车和危化
品运输车；挂靠单位的营运车辆年检时还
需出具盖有单位公章的委托书；车辆在申
领检验合格标志前，应确保将全部交通违
法、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点赞“放管服”
改革新举措

“9月1日，赣C3***8的小型轿车车主
梅先生是我站第一位在没有《委托核发机
动车检验合格标志通知书》的情况下，通
过检测的私家车车主。他是获悉了车辆可
以全国‘通检’这一消息过来的。”在新
安西街的台州市车辆综合性能检测中心
站，受理室主任陈韬告诉记者，包括梅先
生在内，全国‘通检’的第一天，共有2

辆省外车主在该站享受到了全国“通检”
这一福利。

“对于异地工作的车主来说，以前每
次年检要么车开回老家，要么将证件寄回
老家，让老家的朋友帮忙到车管部门代
办，之后再寄过来，不仅手续繁琐，前后
还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新规实行后，车主
能省心省力了。”市车辆综合性能检测中
心站路桥第一分站工作人员王国怀介绍，
在9月3日当天，共有4辆异地车辆在该
分站直接年检。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河南车主
刘先生喜滋滋的心情溢于言表。他仅用20
分钟，就在路桥完成了年检，顺利领到了
合法的检验合格标志。“8月初就看到了全
国‘通检’的消息，我就住在台州市车辆
综合性能检测中心站路桥第一分站附近，
所以我特地等到9月3日，在工作日的第
一天，把我的五菱小货车开过来，没有委
托检验手续也不用河南、路桥两地奔波就
完成了车辆年检。”

“我已经把全国‘通检’这个消息告
诉了我单位的同事和老乡，让他们也跟我
一起享受新政策带来的‘绿色通道’。”9
月8日，在第一分站办证大厅碰到了刚刚
领到检验合格标志的河南省车主陈先生，
他竖起了大拇指称赞道。

!全媒体记者 潘璐萍

“这里有污水堵塞问题需要解
决。”“这里有居民正在争吵，需要立
即调解。”“这里有经营户基建不规
范，存在安全隐患，需要整治。”……
在路桥街道古街社区的综治微信群
中，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反馈上
来。在了解相关情况后，社区工作人
员立即前往处理，这样的工作模式已
成为常态，也构成了社区平安的一道
屏障。

古街社区，地处十里长街，是路
桥主城区的中心区块，地域面积约1.1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3000人。由于
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员密集，给各类整
治工作带来了严峻考验。自全科网格
开展以来，古街社区以“5+N”的运
作模式，推进平安社区建设，成效显著。

“5+N”模式
让全民成“网格员”

“你好，你所开设的金融机构，相
关手续是否完善，请出示一下。”日
前，古街社区的网格员吴彪等人根据
区互联网金融整治办相关要求，对辖
区内的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告知相关
情况，并张贴整治行动清单。

自今年我区开展金融机构整治行
动以来，面对任务重、时间紧、压力
大的情况，古街社区立即开展相应的
行动，全面落实推进。

“近些年，古街社区全面发挥‘网
格指导员+网格副指导员+网格长+副
网格长+专职网格员+N’的模式，各
类治安指数均呈下降态势。截至目
前，古街社区刑事治安接警数下降
41.11%； 消 防 火 灾 接 警 数 下 降

33.33%；黄赌接警数下降 68.28%。古
街社区居委会主任陆伟斌介绍,“N”
可以泛指一个人，如党员、退休干
部、志愿者，也可以是一个组织或者
团队，在全民共参与的情况下，形成
优势互补，有效推进工作落实，为平
安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N”最大化
让1+1>2效果显著

“这是一个网格员巡逻发现马蜂
窝，并及时整治的案例。”“这是百店
联防的工作纪实，这是群团组织活动
的留档内容。”……在路桥街道综治办
公室里，工作人员拿出一份份古街社
区上报的工作简报，里面清晰地介绍
了平安治理的工作成果。

古街社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拥
有大量木质结构的房屋，给消防带来

一定压力，再加上各类人员聚集，治
安问题也成了重点整治工作。

近年来，古街社区通过充分盘活
社区现有资源，强化党建，引导全民
参与，加强“三治融合”等方式，打
造一个纯社区模式的综治中心典型。

“如成立‘新古街人’自管会、启
动‘百店联防’、建立乡贤调解室、发
动群团组织，都是将‘N’发挥最大
的作用，为综治工作提供最大的合
力，让1+1>2效果明显化，助推平安
建设，打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路桥街道政法办主任李禄军说。

古街社区：“5+N”打造社区综治样板

在三尺讲台上播撒阳光
——记“区最美教师”李倩倩

9月1日起，车辆全国“通检”全面启动——

7天103辆省外车在路直接年检

9月 12日下午，横街镇洋屿村
农户张文贵正在种植园内采摘猕猴
桃。今年他种植的 30多亩红心猕
猴桃每亩预计收入可达15000元。

本报通讯员 王国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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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之际，蓬街镇开展“农民丰收节”宣传进校
园活动，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图为蓝月亮幼儿园的老师和小
朋友分享亲手栽培的农作物带来的丰收喜悦，同时通过讲述农作物生长规律，让
小朋友养成爱惜粮食的习惯。 本报通讯员 蒋友亲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恩兴）清
理河面上落叶等漂浮物，修复管线串
管、渗漏导致污水入河的问题，更新、
补充遗失河长牌……连日来，新桥镇
各级河长、村两委班子、党员塘长、网
格员、“五水共治”监督员等全员出
动，对标问题补齐短板，对辖区内水
体进行再摸底、再排查、再整改，齐
心协力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各
项工作。

治水要从源头抓起。新桥镇深入
开展“六小行业”整治纳管工作，对
沿街的商铺进行“常态化、全覆盖、
无死角”巡查模式。“洗菜的水不能
随意倾倒到河中，这会污染河水。”日
前，执法人员巡查的时候发现一餐饮
店的后厨工作人员随意倾倒污水的行
为，立即上前进行制止。随后，执法人
员打开了位于屋后的窨井盖，详细查
看污水的排放情况。

在另一家餐饮店后门的排污口，
检查人员发现，虽然店家已经安装了
隔油池，但是却并没有落实到日常管
理中，隔油池内堵塞情况较为严重，导
致出现了油污外溢的情况。执法人员
表示：“对于这种在规定时间没有完成
整改的，我们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店
主相应处罚。”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油烟乱排放，
未安装油水分离器、毛发聚集器，堵塞
污水管道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发放
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店主在规定时
间完成整改。

据悉，在治水督查竞赛活动中，新
桥镇立足实际，发挥督查职能作用，以
督查促治水措施落实、促治水工作深
化，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通
过进一步健全长效
管理机制，全面巩固
治水成果，建设美丽
新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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