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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赵长招这个人很好

的，我们邻居这么多年，他
的所有行为我们都看在眼
里。借钱还钱天经地义，但
当初救命的钱都是大家心
甘情愿资助他的，他也一分
一厘都还上了，我们都蛮感
动的。”在井头村，随便抓住
一个人打听“赵长招”，收到
的都是满满的好评。

无债一身轻的
“幸福老头”
2014年，赵长招终于还

清了最后一笔债。虽说无
债一身轻，但这个朴实的老
汉却没有给自己减负，依旧
每天干着各种散工，他盘算
着，趁自己还干得动，多存
点养老钱，让自己有个幸福
的晚年。

想联系上赵长招一点
也不容易，手机的各项功能
里他只会接听，工地上忙起
来就“失联”了。平时，只有
下雨天才能在家里看到他，
记者见到他的那天，赵长招
特地换了件较为“隆重”的
正装出门迎接。

“终于扬眉吐气地生活

了，看到邻居终于不用不好
意思了，欠债还钱天经地
义，根本不需要采访的。”见
到记者来，赵长招的脸上染
上些许红晕，不好意思地说
道。

2009年，村里分了宅基
地，赵长招建起了新房——
两间小平房，两个儿子一人
一间。前两年，在亲戚的资
助下，新房又往上盖了一
层。

赵长招住在新房背面，
一间厨房，一间卧室，屋内
采光不是很好，光线暗暗
的。一张床、几个柜子，几
乎就是全部家当。

“现在想多赚点钱，把
房子再好好装修一下，一家
人一起努力，我们的生活肯
定可以越过越好。”赵长招
笑着说。

“赵长招的行为也深深
影响了他的两个儿子，一家
人一起赚钱，一起还恩情，
他们可能不是最有文化的，
但却是最诚实守信的一家
人，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去
学习、弘扬。”井头村党总支
副书记郑长英说。

“我们村里现在有了新的农贸
市场，不仅要建幼儿园，还要建农
业综合体，这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
了！”

“就是呀，以后孩子就在家门
口读书，我们也可以在家门口就
业！”

今年春节，玉城街道三潭村格
外热闹，听说村里要建新的幼儿
园，还要开发建设 2000多亩农业综
合体，村民们全都乐开了花。

三潭村由原来的西山村和玉峰
村合并而成，两村合并后，新村班
子就第一时间摸清家底，确定了发
展思路——先解决村民的实际需
求，再让村民的腰包也鼓起来。“有
思路才能有出路，新村也必须走融
合发展之路，才能真正实现民富村
强。”三潭村党支部书记吴丁法说。

近日，记者来到三潭村，见到
了村民口中新的农贸市场——一栋
占地面积 1200多平方米的 5层建筑
物。几名工人正在大楼的入口处做
着最后的扫尾工作。

“这个是我们村里新的农贸市
场，再过两天就投用了，到时候我
们买菜就不用跑去城区了。”三潭村
村民周业石热心地向记者介绍道。
他告诉记者，之前村里用临时铁皮
棚搭建的农贸市场，环境脏乱差不
说，场地还有限，难以满足周边居
民的买菜需求，如今村里新建了农

贸市场，这可让村民们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

说完了村里新建的农贸市场，
周业石又喜滋滋地向记者说起了村
里要建幼儿园的好消息：“听说已经
在做规划了，地方都选好了，离我
家可近了！”

据了解，三潭村完成行政村调
整后，村里计划在村内的一块闲置
空地建设幼儿园和保障房。“这块空
地上还有几户贫困村民，我们就计
划结合旧城改造工作，给这几户村
民解决一下住房问题。”吴丁法指着
空地一侧的几座破旧房屋告诉记
者。不仅如此，三潭村还计划将村
内的几处立地栋房屋进行立改套，
不仅可以增加土地的利用率，还能
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又符合当前政
策，可谓一举三得。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三潭村
除了解决村民的实际需求外，还将

发展的目光放在了如何让村民的腰
包鼓起来上。

三潭村完成调整后，一下子拥
有了2000多亩的山地资源，“我们计
划用 3—5年时间，将这些山林资源
充分开发利用，建设一处大型的农
业产业基地，不仅可以为我们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打下很好基础，还可
解决村内 300名村民的就业问题。”
吴丁法说。

目前，农业产业基地的各项基
础设施已基本完成，村里也正与市
内外农业农村专家进行对接，届时
将根据实际情况，分区块种植蔬菜
或者观光植被。

“再过两年，我们就有新房子
住，还能在村里上班，村庄发展
了，我们的日子肯定一天比一天
好！”一想到村里的发展前景，村民
周加顺就难掩心中的激动。

路伟凤 张泽鹏冯思绮

玉城街道三潭村：

班子有思路 村民有奔头

新村故事多

本报讯 春节，本是万家团聚
的日子。但有这样一群人，为了
更多家庭的团聚，为了更多的人
安心过年，他们牺牲了小家，幸
福了“大家”。他们与敬老院老人
们有个“初一”约定。

“现在过年，我们过来看看
你，祝你新年快乐！”春节期间，
原本静谧的芦浦敬老院住宿大楼
里，突然传出了阵阵热闹的欢笑
声，原来是志愿者林彩霞带着一

袋礼品，来看望这些留宿在敬老
院里过年的老人们。

林彩霞把一条素色的格子羊
毛围巾系到了颜大爷的脖子上，
而这也是林彩霞陪着这些老人过
年的第 3 个年头。她告诉记者，
这里的老人比较孤单，过来跟他
聊聊天，顺便送一些围巾过来，
能让他们感受新春的暖意。

对于林彩霞来说，敬老院里
的老人们就好比是她的家人。一

到过年过节，这些老人们是否能
开心过节，是不是会想家便成了
她心里最深的牵挂。

对于自己一直以来的这份坚
守，林彩霞表示，因为我们每个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她想通过
实际行动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关
爱老人的事业中来，让这些孤寡
老人能够得到更多的温暖。

（林怡 金烨鹏）

志愿者和敬老院老人的“初一”约定本报讯 当千
家万户都沉浸
在 吃 团 圆 饭 、
走亲访友的喜
悦中时，有那
么一群人为了
社会的稳定和
群 众 的 安 全 ，
始终坚守在自
己的执勤岗位
上，用行动诠
释着责任与义
务。他们就是
可亲可敬的武
警战士。

在市武警中
队的练习场地
上，一群年轻
的战士们穿着
朴 素 的 军 装 ，
气势高涨，目
光坚毅，即使
是节假日也未
曾 放 松 懈 怠 ，
依然坚持着基
础体能和综合
战术的训练。

年仅 19岁的
新兵马新浩来
自 山 东 潍 坊 ，
他 告 诉 记 者 ，
这是他第一次

不在家里过年。“当兵是我一直以来的梦
想。我觉得当兵能保卫国家，报效祖
国，是我的荣幸和骄傲。”马新浩坚定地
说道。

2010年入伍的武警战士朱宁，在队
里主要负责运输保障和驻地维稳，今年
已是他在部队度过的第 9个春节。朱宁
告诉记者，虽然很想家，但自己还会义
无反顾地选择部队这个大家，来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据了解，市武警中队的主要职责除
了看守所外围的武装警戒任务外，还包
括抢险救援及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春
节期间，该中队还专门建立了应急分
队，加强日常拉练，按照编、配、携、
装的要求，落实全时战备值班，保证应
急力量的全时在位。

(苏一鸣 刘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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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节，是归家的幸
福。但对高速交警而言，春节更
是昼夜的护航，是一次次的出行
提醒和细语叮咛。春节期间，记
者走近了滚滚车流中的那抹“荧
光绿”。

台州高速交警支队三大队的
傅家强是一名路面巡逻民警，他
告诉记者，高速交警实行24小时
不间断勤务模式，主要负责管理
通行秩序、执法执勤、勘察交通

事故、及时处理突发状况等。一
旦出现状况，需在第一时间赶到
事发地点，疏散车辆，保持道路
畅通。

自 2010 年年底从部队转业
后，今年已是傅家强从事高速交
警工作的第 9个年头， 由于节假
日期间车流量大，是交通拥堵和
交通事故的高发期，来自安徽怀
宁的他几乎每年春节都在工作中
度过，忙起来连饭也要在路上解

决。“辛苦是辛苦，但是我们的
职责是保障路上通行安全，百姓
出 行 畅 通 了 ， 我 们 也 就 高 兴
了。”傅家强说道。

春节期间，和傅家强一样坚
守在沿海高速台州路段的还有 22
名民警和25名辅警，他们轮流值
班，保障着市民节日期间顺畅出
行。

(苏一鸣 刘志华)

高速上的“荧光绿”保路畅人安

本报讯 团团圆圆、阖家欢
乐是每个人春节期间的心愿，但
总有一群人为了大家能平安快乐
过年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车
站的安检员就是其中之一。

“剪刀有尖度，是有危险性
的，不能带上车。”玉环客运中
心安检员胡爱发收缴了旅客刘洋
的剪刀后如是说。

胡爱发告诉记者，旅客包里
携违禁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传

送带的速度比较快，稍有疏忽就
会有违禁品被带上车。作为安检
员不仅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仔细盯
着屏幕，还要在最短时间内判断
是否有违禁品。而查到违禁品往
往才是麻烦的开始。

“你把人家的东西缴了，对
方肯定不愿意，因此要向他解
释、沟通，禁止把危险品带上
车。”胡爱发说。

记者了解到，工作 15 年以

来，被胡爱发截下的管制刀具、
烈性农药、压缩气体等危险品不
计其数。而今年过年，胡爱发和
同事们依然坚守在岗位上,他们往
往要连续工作 6个小时。除了上
卫生间外，吃饭、喝水都在岗位
上，不敢有丝毫放松，而让每位
旅客都能高高兴兴乘车来，平平
安安回家去，是他们最大的心
愿。

（郑琦琪 张伟 潘俊）

15年的坚守只为把好平安出行第一关

本报讯 大年初一，户
外活动成为新年新风尚，
冬泳、打球、爬山……大
家在“速度与激情”中喜
迎新春。

当天上午，几十名冬
泳爱好者齐聚坎门后沙海
滩。此时，太阳高照、风
平浪静，气温不到 10℃，
但严寒挡不住大家的热
情，跑步热身后，便奔向
了大海。

自由泳、蛙泳，，冬泳
爱好者们个个劈波斩浪，
奋勇争先，尽情用各自擅
长的方式释放自我，辞旧
迎新。

冬泳爱好者陈建辉告
诉记者，今天游得很爽，
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为猪年
讨个好彩头。

“动动更健康嘛，希
望 今 年 有 一 个 好 的 开
始。”冬泳爱好者陈中方
说道。

据了解，市游泳协会
每年春节都要用这种“新
年第一游”的方式来辞旧
迎新。

当天，在市体育中心

场馆内，很多市民选择来
这里以打球的方式过新年。

一大早，小张和他的
父亲在羽毛球馆启动了父
子对练模式。父子俩你来
我往，你扣我挡。

小张告诉记者，父子
俩平时都喜欢运动，过年
刚好有空，一起打打球，
不仅可以消磨时间，增进
交流，也对身体有益。

当天，阳光明媚，很
多市民还以结伴爬山的形
式迎新年。

上午，家住玉城街道
的吴先生带着妻儿与亲朋
好友共 20多人一同前往大
麦屿福山登高。一路上，
大家有说有笑，欣赏着

“美丽乡村”建设中打造的
宜人风景，期间也遇到了
不少爬山的市民，度过了
一个充实的大年初一。

据了解，像这样在大
年初一一起爬山，吴先生
和朋友已经坚持了多年，
为的就是锻炼体魄，更好
地投入到新一年的工作学
习中。

（龚松 吴铭）

冬泳 打球 爬山

市民热衷健身迎新年

傅世扬，中共党员 ，
浙江黄岩人。玉环市人大
常委会离休干部，因病医
治无效，于2019年2月9日18时 58分在玉环逝世，享
年92岁。

遵照傅世扬同志生前
遗愿和其家属意愿，丧事
从简，定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 （农历正月初十） 下午 2
时从家中 （东屏路 113号）
出殡。

玉环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9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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