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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楚门镇小王村的一座
临时租赁仓库里，2名年轻男子和 1
名 60多岁老年男子正在整理刚刚从
一辆五菱小货车上卸下来的旧衣
服，只见他们把衣服折叠好，再小
心翼翼地放进塑料编织袋，然后绑
紧袋口，堆放到墙角。

由民建台州市委主导的，旨在
为中西部 5省 9地困难群众提供旧衣
捐赠的“牵手慈善·衣暖人心”公
益项目，于 2017 年 9 月底落户玉
环，这3名男子都是这个公益项目的

义工，2名来自椒江，1名是玉环本
地人。

“旧衣服运到椒江分捡中心，
要分拣挑选，适合捐赠的，要先清
洗、消毒，再打包捐到四川、云
南、贵州、新疆等需要帮助的地
方，不适合捐赠的，要经过环保企
业进行环保处理，避免污染环境。”
从椒江赶到玉环协助整理衣服的

“衣暖人心”项目组活动负责人、义
工吴光华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装满旧衣的
塑料编织袋层层叠放，堆积如山，
占据了仓库的大半个空间，而它们
都是这个公益项目在玉环市唯一的
义工——王夏宁收集而来的。66岁
的王师傅家住楚门直塘村，每隔3天
他总要驾着自家的五菱车，跑遍分
设在玉环各地的 74个旧衣回收点，

把市民无偿捐赠的旧衣服，从回收
箱里一一收集，运回仓库。由于玉
城街道早上 7时之后五菱小货车禁
入，王师傅只能在凌晨 3时赶到玉
城，7时再赶往坎门。

“玉城和坎门转一圈，回来就
要下午 1时，然后第 2天去楚门清港
再转一天。”王夏宁说。

据了解，“衣暖人心”74个回收
点分别位玉城、坎门、楚门、清港
的主要居民小区和街道边。各回收
点放置一只旧衣回收箱，接受市民
的无偿捐赠。

“这个箱子每隔3天就能收到这
么多衣服。”在坎门解放路，王夏宁
打开一只旧衣回收箱，望着满满的
旧衣服，脸上露出了笑容。

作为慈善公益项目，无论是回
收箱，还是由公益行动产生的其他

费用，均由台州市慈善总会负责监
管的民建慈善基金支付。虽然民建
台州市委为此付出不少“代价”，但
在玉环落地一年多来，平均每月可
回收约 15吨旧衣服，这些旧衣经过
分拣、清洗和消毒处理后，及时捐
赠给困难群众。

吴光华告诉记者，破坏回收
箱、盗窃箱中旧衣以及各种来历不
明的对旧衣回收箱的干扰，是影响

“衣暖人心”行动的三大主因。他提
醒大家，“衣暖人心”的回收箱都在
醒目位置标注了台州民建以及参与
单位——市妇联和慈善总会的名
称，箱子下方还有项目海报以及电
话号码和二维码。“希望广大市民捐
衣服时，尽量保持衣服的整洁，不
要把垃圾扔进去，也希望有更多爱
心人士加入我们。”吴光华说。龚松

每月回收旧衣15吨
“衣暖人心”公益项目传递爱心

无法网上预约就诊，需前往医院建档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其母亲的市民
卡无法在人民医院APP及官网登陆预约就诊，提示系没有这
个卡号或未支持脱卡查询，无法使用，寻求帮助。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回复：经核查，原因是其母亲市民
卡未在医院建档，没有信息。只需要带身份证、市民卡来医
院收费窗口或者自助机上进行建档即可使用。没建过档案的
病人如需在app上预约，属于无卡预约。

井盖破损存隐患，立即予以修复

一位女士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玉城街道广陵
路 97号市工商局大院门口位置，有一块刻着玉环市政的圆
形井盖开裂，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及时修复。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回复：该单位相关科室接到反
映后立即安排市政人员进行更换，日前已完成井盖更换。

山体存隐患，进行封道施工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在城区至横培
村、福昌基村的唯一道路上，有人将石头堆放在道路上，堵
了几十米，影响村民正常通行。

玉城街道回复：该处为横培村山体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
理工程，因工程安全考虑需对山路进行封道处理，整体工期
为180天，敬请谅解。

办理阶梯水价需要哪些材料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其家包括租客
在内共 12人，现欲办理阶梯水价。咨询办理阶梯水价业务
需要哪些材料。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回复：办理阶梯水价需要流动人口
登记表和村委会证明出租房符合消防安全即可。

读者反映

我住在福昌基村，这段时间以
来，从城区开往福昌基、横培村的
环普公路一直被封，给我们两村村
民的出行带来很大的困扰，希望有
关部门能尽快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李先生

记者调查

接到电话后，记者立即驱车赶
往环普公路。在大坑里村往福昌基
村方向的一个转弯口，记者看到一
块写有“施工现场，注意安全”的
蓝色指示牌，横放在路右侧，挡住
了大半幅路面。从它的摆放角度来
看，像是有人故意摆放在此的。

果然，还没等车驶近，就有几
名穿着打扮像是工人模样的男子伸
手拦下了记者的车辆。

“前面施工过不去了，把车停
一下吧，在这里掉头回去。”一名男
子敲了敲副驾驶的车窗，一边做着
调头的手势，一边解释道。

既然车子无法前行，记者就干
脆下车了解情况。得知记者的来意
后，这位施工人员二话不说，便将
我们带到了相距几百米的施工现
场。只见眼前大约有200米长的山路
已经被大量碎石掩埋，山体覆盖着
成片的小石子，一些绿植也已被连
根拔起，松松垮垮的浮在山体表
面。而在路中间，一名施工人员正
驾驶着一辆挖掘机，费力清理着石
渣。

“这里原来是一个废弃石矿，
因为时间久了，长期没有修复，现
在成了一个容易引发地质灾害的危
险区域。”施工现场负责人王建忠指
了指这片裸露的山体说道，“这里经
常滑坡崩塌，尤其是下雨天特别危
险，所以我们就过来修理边坡。”

根据施工方的说法，这应该是
件好事，但当记者提起村民的“有
家难回”时，没想到这位负责人也
喊起了苦。他告诉记者，自施工开
始前，他们就在山路两侧布置了多
块公告牌进行告知，并安排了人员
沿路拦截劝阻，但没想到多数人对
此置之不理，有些甚至还会硬闯。
如此，不仅影响到了施工，更有可
能对过路人自身的安全造成伤害。

“因为村民的不配合，我们现

在工期一直延误，进度上不去。”提
起这个，王建忠不由得叹了口气，
因为村民要强行通过，为了他们的
安全着想施工方不得不停工。做不
到正常施工就会延误工期，这样封
道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

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又有两
名步行的老人进入施工场地。在一
旁的几名安全员连忙将他们拦下，
经过一番劝说后，还安排车辆将她
们安全送回。

据了解，该工程的工期原定是

180天，出于安全考虑，前 3个月需
要封道施工。但考虑到施工封道确
实会给周边居民带来不便，施工方
研究后决定采取间歇性封道的措
施。“到时候我们会根据施工的安全
情况来判断是否开通道路，并会提
前做指示牌把封道日期写明，理论
上我们一般会4天通一次车。不过如
果遇上封道，也只能麻烦有往返于
福昌基、横培村的市民从普青绕道
了。”

林怡金烨鹏 文/摄

山路封闭施工造成出行不便
施工方很为难，望村民配合理解

出游是现在人最喜欢的活
动。虽然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
月，但不少旅行社未雨绸缪，陆
续推出了不少春节假期的出游线
路。近日，记者走访我市各大旅
行社了解到，我市境外游线路已
新鲜“出炉”，境内游线路也已

“初露头角”。其中，距离较近、
气候温暖的海南、东南亚地区较
为热门，这些地方的价格也水涨
船高，涨幅最高能达到平时的两
三倍。

“春节假期的旅游路线已经
出来了，国内的主要以北京、海
南、云南等地区为主，国外的有
泰国、日本、巴厘岛等地区。”
浙江乐游全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计调赵英英向记者介绍道，春
节假期旅游热门路线近两年都比
较类似。但据往年的经验，市民
们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选
择，要不就去更冷的地方体验；
要不就去比较温暖的地方过年。

在玉环春秋国际旅行社内，
计调小叶正忙着整理各类春节假
期的旅游路线，她告诉记者，春
节假期一条海南 5 天 4 晚的路
线，平时只需要1000多元，到时
就需要4000元左右；再比如一条
6天 5晚的泰国线路，平时只要
2000- 3000 多元，到时就需要
6000-7000元。虽然在春节假期的旅游价格比平时上涨不
少，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变动不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市民在出游计划方面还是属于慢
热型，一般都要到春节前半个月甚至前几天才能确定。赵英
英提醒，春节期间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最好还是尽早做好规
划。“如果选择境外游的，办理护照、签证等手续需要一定
的时间。”

此外，目前还属于旅游淡季，不少旅行社会有一些特价
的旅游路线，一些市民时间允许可以选择避开春节旅游高峰
期，价格也十分划算。

林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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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晚，楚门交警中队在楚城
线新都大酒店前设卡查处酒驾行动
中，一男乘客在醉酒状态下“撒泼耍
横”，不仅仅辱骂警察还不顾妻子儿
子阻拦，下车殴打民警！目前，男乘
客叶某以阻碍执法职务案被市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10日。

当晚 8时不到，一辆浙 J2***3轿
车沿着楚城线从玉环经济开发区往楚
门方向行驶，路经设卡路段被执勤交
警拦下例行检查。民警遂对其驾驶员
进行呼吸快速测试时，副座的一男子
（叶某） 便开始破口大骂，车上还坐
着一名约七八岁的男孩，一直捂住叶
某的嘴巴嚷着：“爸爸，你别说话
了，爸爸，你别说话了……”当民警

在检查证件时，叶某越骂越烈，干脆
不顾儿子和老婆的劝阻下车撒泼继续
辱骂。在民警没注意时，竟然直接上
来就一脚，对民警动起手来。在制止
过程中，叶某更是挥动拳脚对民警进
行殴打，随后，中队报当地派出所增
援并迅速将其控制。

据了解，当晚，叶某一家参加兄
弟进新房酒宴，期间叶某喝了不知多
少的红酒和白酒。原本开心的聚会，
这下可好，喝酒了开始闹事，闹的一
家人不开心不说，还闹进了拘留所。

警方提醒：配合公安机关执法是
公民应尽的义务，所以广大市民一定
要三思而后行，切不可莽撞。

徐红漫 何伟峰

一醉酒男子撒泼耍横
辱骂殴打民警被拘留

在玉环打工的林女士想犒劳下
辛勤工作了一年的自己，就来到坎
门街道的某手机专卖店添置了一台
新手机。没想到新手机拿在手里还
没捂热乎就出现了“质量问题”：
自动关机、无法启动。

担心血汗钱打了水漂的林女
士，立马拉上老公去手机店找老板
讨说法。而老板坚持表示，自己不
可能卖有问题的手机砸自家招牌。
可是林女士根本听不进老板的解
释，双方各执一词越吵越厉害，眼
看着就要大打出手，手机店老板终
于忍无可忍打电话报警。

可是等警察到了现场也犯了
难：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理，都是一步也不肯退让。眼看调
解即将陷入僵局，这时围观群众给
出了个主意：找市消费者协会！

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陪同林
女士来到手机专卖店找老板协商。
在维修人员的仔细研究下总算发现
了问题原因：原来由于林女士在操
作新手机时误选了某 APP 弹出的

“禁止读取内存”选项，这才是导
致新手机频繁关机的“罪魁祸首”。

了解原因后，林女士拉着老公
向手机店老板诚恳地道了歉，手机
店老板也顺势下了台阶，双方在消
费者协会工作人员的调解之下终于
握手言和，一场差点大打出手的闹
剧消弭于无形。 刘红豆

买家新手机操作不当
差点和卖家大打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