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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路桥故事 传播路桥声音 弘扬路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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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朝天顺着路桥推过来的劲，发展越来越快。有多快呢？

截止 2018年底，朝天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0.19%，全面达到
了脱贫摘帽的标准，2019年 4月经四川省政府批准，退出贫
困县序列，被四川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先进摘帽县”。朝天
区委副书记张开翅说：“自两地扶贫协作工作开展以来，路桥
区累计投入财政帮扶资金6300万元，实施帮扶项目24个，惠
及我区贫困人口多达 9000余人，为朝天脱贫奔康和改革发
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在朝天，“路桥”是很亲切的一个词语。而在朝天区之江
初级中学老师米跃的“路桥记忆”里，这份亲切则和一个叫童
保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蓬街中学副校长童保霭挂职朝天
区之江初级中学副校长，他把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和治学精
神种在了这所学校师生们的心里。

到了10来天，一场5.9级的地震就让童保霭“飞跑”了一
把；去学生家家访，一大早出门到天完全黑透，一天只能跑4
户，最近两个学生的家也相隔一座山，很多学生要走上三四
个小时才能乘上车抵达学校；学生家里晒着的花生和核桃就
是主要收入来源，孩子们一个月280元的生活费都承担不起
……童保霭坚持写随笔，87天写了89篇，直接用“我”的力量
震撼到那里的每一位老师。他的“小爱心、大公益”贫困助学
计划，让那里的最贫困学生，至今得到路桥爱心人士“一对
一”的资助。即便童保霭离开半年多了，爱心依然在持续。

“在朝天工作了一年半，这个暑假想回去一趟，但受疫情
影响没有成行。现在，朝天已经是我的另一个故乡，那里的
人朴实又温暖，那里的学生懂事又上进。”聊起工作方法、教
学经验，童保霭懂得实在太多，但说到感情的悸动，那又成为
心底深处的独自暖流，“收到孩子们写来的一张张贺卡，朝天
行就值得了。”

和童保霭一样，区中医院医疗服务共同体路桥街道分院
副主任陈丽贞也在朝天呆了一年半，以区援川医疗小组组长
的身份，作为第一支医疗援川队伍，与其他 5名同行跨越千
里，进乡村巡回义诊，到田间地头送医送药，对医院的诊疗流
程进行改革。当 76岁的大滩镇回龙村贫困户徐云金，能够
将10多年抬不起的右手举过头顶时，陈丽贞就觉得自己“没
有白去过朝天”。

“11日送儿子去成都上大学，我就在想，能不能去朝天
看看。”对陈丽贞来说，四川有了几分宿命的味道，“我在朝天
挂职的那一年半，正是儿子冲刺高考的关键时期，对于他，只
有不能陪伴的歉意。没想到，儿子会在填志愿的最后一天，
选择四川。我们一家和四川的情缘，越来越深了。”

他们去干扶贫更去传播脱贫，他们送去经验的同时也在
收获自己的成长，他们有对路桥小家的歉意更有对朝天大家
的担当。路桥的 14名援川干部和专技人才，让西部朝天的
发展故事里，永远涌动着“路桥”这一东部因子。

朝天没有海，但路桥人进入了朝天人的“心海”。

朝天无海
但路桥人进入了朝天人的“心海”

防汛进行时

本报讯（通讯员 曹笑笑）9月11日，区
供电有限公司召开防汛防台“第一战区”工
作对接会，组织各职能科室人员进驻战区，
以实操实练模式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
举措，通过资源流转，提升防汛防台科学化
精准化水平。

据了解，路桥地处浙东沿海，每年防汛
防台工作是重中之重，电力抢修尤其是防
汛防台主战场。今年以来，区供电有限公
司总结历年防汛防台经验，以 5个基层供
电所为单位组建 5个防汛防台战区，其中
负责城区线路的路南供电所为“第一战
区”，负责沿海线路的金清供电所为“第二
战区”，各战区分别由该公司主要领导人担
任负责人，党员干部为表率，制定“一区一
策”。各战区分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根据
片区实际情况，工作小组下设抢修巡视组、
信息保险组、物资协调组、后勤宣传组、用
户服务组等，将高压、低压、重要用户、主要
线路等事项分门别类，对防汛物资是否准
备充足、应急响应力量能否及时到位、灾情
状况研判是否精准等实行专人专项，告别
往日的手忙脚乱。

区供电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这种“战
时响应”模式在不久前抗击“黑格比”台风
中，得到了有效发挥。台风应急响应一启
动，所有成员立即进入“战时响应”状态，相
应人员则进驻各大战区，指挥中心精准调配，一线抢修有条不紊，
在较短时间内圆满完成了台风造成的各类抢修任务。不仅使各部
门资源得到充分调动，还对各组人员进行战时历练，全面提升了防
汛防台智慧化、精细化水平。这种

“战时响应”模式，将在今后的各类
应急事件中被应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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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旭阳 通
讯员 吴晨怡）为进一步整治电动车
违法行为，助力全国文明城市“两连
创”，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直属
三大队金清中队全力营造“开文明
车、走文明路、做文明人、创文明城”
的浓厚氛围。

“关于骑电动车要戴头盔这件
事，老师在家长微信群里强调，交警
在路口劝导，孩子在耳边催促，宣传
可谓是‘无孔不入’啊！”9月 14日下
午，在金清小学等待孩子放学的市

民梁女士告诉记者。
自9月开学以来，金清中队联合

学校开展电瓶车专项安全宣传教
育，以“小手牵大手”的方式，鼓励孩
子们监督父母戴好头盔骑行电动
车。经过“撒网式”的如今，驾驶电
动车接送孩子的家长们都会自觉佩
戴好安全头盔。

而在路面执勤过程中，电动车
整治是交警部门关注的一大重点。
9月13日，在白剑线与G228路口，金
清中队交警及时拦下并劝导一位将

电动车驶入机动车道的驾驶员，应
该选择非机动车道。“电动车走机动
车道不仅不安全，还会影响交通秩
序。”在交警耐心劝说下，该驾驶员
及时纠正并表示，今后会遵守交通
法律法规。

针对农村老年人交通安全意识
普遍淡薄的问题，金清中队在辖区
各村（居、社区）接连开展“美丽乡村
安全行、电影下乡进万村”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

“通过荧幕播放交通安全警示

教育片，以及我们现场讲解道路交
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让大家认识
到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金清中
队中队长陈嘉琪说，宣传是一个观
念深入人心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

“目前正值文明城市创建的关
键时期，我们将充分结合道路交通
管理工作和道路交通的实际，有机
结合日常交通管理和宣传活动，扎
实有效地深入群众，鼓足干劲、咬紧
牙关、攻坚克难，为全国文明城市

‘两连创’贡献力量。”陈嘉琪说。

强化交通整治 涵养文明素质

9 月 13 日下午，我区青年志愿
者协会带领小红萌志愿者来到中盛
城市广场周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捡拾地上垃圾、劝导文明交通、向环
卫工人们送清凉，成长在新时代的
少年，为文明城市“两连创”作贡献。

全媒体记者 王娅波摄

争做文明小卫士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许 炜）为
深入推进“示范型”“枫桥式”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站）创建工作，提升基
层队伍服务效能，日前，台州市学习
推广“枫桥经验”工作推进会暨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站）负责人业务培训
会在桐屿街道举行。

当天，由桐屿街道组织拍摄的
退役军人宣传片《退役不退志 退伍
不褪色》，令与会人员赞叹不已。“看
到退役军人服务站里配备了台投影
仪和十余块显示屏，全方位宣传展
示上级关于退役军人的要求和退役

军人的风貌，充满正能量，彰显桐屿
退役军人的军人雄姿、军人之魂、军
人本色。”

随后，与会人员观看了宣传展
板，了解该服务站管理制度、组织架
构，听取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帮扶援
助、保障措施等工作开展情况，了解
退役军人服务工作站的建设、运作
及退役军人管理服务等情况，以及
退役军人“一件事”办理程序，并与
工作人员就退役军人事务工作运行
过程中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当前，桐屿街道按全国乡镇（街

道）示范型退役军人服务站创建标
准和“新时代枫桥式退役军人服务
站”创建要求，借助现代多媒体技
术、信息化平台，按照“思想政治教
育”“帮扶援助”“权益维护”“就业创
业扶持”“保障措施”5大块 70余条
细则进行细化落实，各项工作有序
推进。全方位提供“一站式”“窗口
化”综合服务，设置退役军人优先窗
口，配专职人员，按照“三个一件事”
要求，完善“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
地”等制度，为辖区 4名退役军人解
决就业问题，提供最便捷、最贴心、

最实效的服务。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村级退役

军人服务站建设，设置了老兵书吧、
老兵互助、创业咨询、法律援助等功
能区，在春节、‘八一’建军节等重要
节日，扎实开展走访慰问立功授奖、
优抚对象和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家
庭。”桐屿街道办事处主任汪平兴表
示，下阶段，桐屿街道将继续加强退
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工作，不
断完善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标准，更
好地为退役军人服务，为退役军人
营造一个知心、舒心、安心的家。

退役不退志 退伍不褪色
桐屿开展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负责人业务培训会

秀水之滨，水系发达，是螺洋街道水滨村的自然禀赋。
近年来，该村做足水美文章，倾心打造描绘生态宜居新画
卷。

全媒体记者 王恩兴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沈雨露）
“请出示健康码，测量下体温。”9月
12 日至 13 日，在区文化馆一楼，工
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在接待家长和
孩子，“艺多多”公益培训 2020年秋
季少儿班正式开课。

当天，学员经过体温检测后有
序进入教室上课。声乐教室里，孩
子们跟着老师的节奏放声歌唱；书
法教室里，淡淡的笔墨香扑面而来，

孩子们正在认真地描摹；舞蹈教室
里，孩子们正翩翩起舞……“我女儿
5岁，很喜欢跳舞，我就给她报了舞
蹈班，一般的舞蹈兴趣班都挺贵的，
但是这里免费。”一位家长告诉记
者，明年她想给女儿再报个绘画班。

“今年秋季的 14个培训班已经
全部招满。”区文化馆馆长章云燕表
示，公益课程十分受家长和孩子欢
迎，自公众号推出报名信息后不久

就招满了。“培训期间，疫情防控我
们绝对不放松，馆内购买了智能测
温仪，家长和孩子过来必须要测量
体温和出示绿色健康码。下课后每
间教室要进行消杀，桌椅板凳也要
消毒。”

据了解，公益培训每年都会举
办 3 期，分别在春季、暑假及秋
季。受今年疫情影响，原定每年 3
期的少儿培训班只开设了秋季这一

期。“这次的课程安排包括国画、
舞蹈、越剧、书法、声乐、小主持
人培训等，今天来上课的孩子大概
有200人。”据章云燕介绍，公益课
程自2008年开始推出，是区文化馆
免费开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充分发挥了公益性文化服务职能，
全面提高文艺素养并深入基层，让
广大市民享受优质、高效、丰富的
公益培训服务。

区文化馆“艺多多”公益培训2020年秋季少儿班开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阮王琦）9
月 14日上午，我区村（社区）妇联换
届选举试点观摩会暨蓬街镇新华村
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圆满落幕。大
会选举产生了新华村新一届妇联班
子，这也是本次换届中，我区选举产
生的第一个村级妇联组织。

选举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此次大会共选举主席1人，副主

席2人，执委10人。
据了解，自区妇联部署换届工

作以来，新华村作为首个由村（社
区） 女性“一肩挑”兼任妇联主
席，也是全区第一个启动妇女组织
换届的村 （社区），其换届标准
高、特色明显。如在规范落实村妇
联换届选举流程的同时，进一步规
范村 （社区） 妇联执委的竞职行

为，由村党总支书记对执委候选人
开展任前集体谈话，当选执委通过
签约领办项目的形式作履职承诺，
设立妇联执委党小组等创新做法得
到了各界肯定。

区妇联主席汪文菊表示，要以
此次村级组织换届为契机，成立推
进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工作的领
导小组，统筹推进此次换届过程中

的女性进村班子、村妇联等，并把此
次换届作为深化妇联组织建设改革
破难的着力点，以推动城乡基层治
理现代化为指向，以选优配强村社
妇联队伍为关键，以研究破解换届
重点难点问题为目标，系统谋划、整
体推进，积极探索、深入实践，努力
为全区乃至全市村社换届工作提供
有益经验。

全区首个村（社区）妇联换届选举观摩会圆满落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潘璐萍
通讯员 管笑笑）日前，来自区中医
院医共体的主治医师吴萍萍来到台
州中茂机械有限公司，为企业职工
进行应急救护知识的相关培训。

为进一步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增强企业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健康素

养，提高职工自救、互救的能力和水
平，路南街道总工会送来了”急救知
识和普法知识“宣传活动，围绕心肺
复苏术、急救、溺水的急救以及外伤
包扎的手法等内容展开。

培训现场，吴萍萍通过人体模
型向大家详细讲解了“黄金”4分钟

急救知识。“ 心脏一旦骤停，4分钟
内开始心肺复苏，存活率为 50%左
右。”介绍概念后，吴萍萍起身在模
型上确定按压部位，边说边向大家
展示急救动作要领。

为了让职工切实体会急救知
识，演示结束后，吴萍萍邀请大家一

起进行急救实践，并进行同步指导，
强化职工的急救意识。

“服务企业、服务职工是街道总
工会的主要职责之一。接下来，我们
还会到更多的企业开展公益培训，为
企业及职工送去关爱与帮助。”路南
街道总工会主席周俊说道。

急救培训送进厂 职工安全记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