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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楚门镇湖滨社区：

打造舒适的和美社区
乡村办公、协商议事等功能。
“目前，整个工程已经完成桩
基施工，预计今年 10 月左右竣工。”
吴良平说，届时，该文化礼堂将开
展一系列“接地气”的文艺活动 ，
成为湖滨社区的一处文化新地标。
今年是湖滨社区的关键之年，
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大，事关长
远。对此，湖滨社区两委班子将紧
扣项目建设，在完善社区公共服务
圈、要素配置合理化、美丽乡村建
设等方面重点发力。
“下阶段，我们将继续深化社
区精细化管理，有效凝聚起各方力
量共同推动社区工作，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同时，营造治
安稳定、生活便利、邻里和睦的和
美社区，让每一位生活在这里的居
民真正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湖
滨社区党总支副书记黄友美说
道。
王敬 李辛

一样新春 别样坚守》》》

坎门鳌龙鱼灯非遗传承人的匠心与坚守
本报讯 玉环人民的浓浓年味里
可少不了坎门鳌龙鱼灯舞。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坎门鳌龙鱼灯寄托
了渔民们征服海洋的意志和对风调
雨顺、渔获丰足的祈愿，背后也倾
注着鳌龙鱼灯制作工匠们的心血。
日前,记者走近坎门鳌龙鱼灯非遗传
承人许为玉，感受他的匠心和坚守。
每年农历新年前后，许家鱼灯
工作室就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
段。已经 80 多岁高龄的许为玉在家
也闲不住，守在工作室里忙活制作
着鳌龙鱼灯，即使眼睛有些老花
了，他也总能一眼看出一笔一画间
的不对味儿，每个细节都要做到满
意为止。
非遗传承人许为玉告诉记者，
因为他爸爸是扎鱼灯手艺人，自己
小的时候就跟爸爸一起扎，慢慢地
自己就有了兴趣。
制作鳌龙鱼灯，最难上手的就
是扎骨架，用长短粗细不同的竹篾
拗出基础造型，再用棉线固定，随
后糊布、上浆、画样、上色、过
漆、装饰都得循着骨架来。一套流
程下来，完成一只鱼灯需要 3 天时
间，全套 22 件鱼龙灯具则需要 50 天

左右。遇上
最紧张忙碌
的时候，许
为玉顾不上
吃饭睡觉，
没日没夜地
赶工。
在许为
玉看来，鳌
龙鱼灯传承
了几百年，
是大家保平
安、求丰产
的吉祥物，
即使再忙也
丝毫不敢怠
慢，绝不敷
衍了事，势
将精益求精
的匠心精神
深深植根进
许家这块招
牌里，同手
艺一起传承下去。
如今，儿子许振深受父亲影
响，跟着许为玉做了 40 年的鳌龙鱼
灯，现在的他慢慢接过了父亲的担

许振在制作鳌龙鱼灯。
许振在制作鳌龙鱼灯
。
子，是家族里的第三代传承人。在
扎实做好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许振
还致力于创新，根据客户的要求开
发出新样式，因此来定制鱼灯的客

户越来越多，今年甚至还接到了来
自阿联酋的订单，坎门鳌龙鱼灯的
名声越传越响。
（张馨 梁裕哲 颜群欢 文/摄）

07:00 新闻综合全天导视
07:01 玉环新闻
07:25 333 新闻窗

本报讯 2 月 9 日晚,海山乡
村口临时搭建的舞台前座无虚
席，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
得主孟科娟老师携浙江诸暨中
南越剧团亮相海山，开展为期 5
天的“送戏下乡”演出活动，
为海山群众带来了一场文化盛
宴，用艺术的力量为新晋高速
时代的宠儿——海山“打 call”。
“还没过来?孟科娟马上就
开唱了!”戏迷潘安妮一边领着
前来看戏的老人们，一边打电
话招呼自己的老票友。当晚 6 时
许，村民们陆续赶来，期待即
将开始的演出。
7 时许，随着一阵密集的锣
鼓声，孟科娟带着她的拿手好
戏 《梁山伯与祝英台》 亮相舞
台。她饰演的梁山伯一颦一笑
极富韵味，灵动的眼神饱含喜
怒哀乐，清婉有力的唱腔述尽
悲欢离合。感人至深的剧情，
炉火纯青的演技征服了在场观
众，大家大呼过瘾，叫好声不
绝于耳。
“这国家一级演员就是不
一样,唱的就是好，我算是大饱
‘眼福’了。”海山村民张云来
激动地说，“之前有剧团来村里
演出，我都去看，这次能在
‘家门口’看到‘梅花奖’得主
孟科娟这样的‘名角儿’演
出，我太高兴了。
”
海山村民叶福喜也感叹道,
“以前我们海山条件可不像现在
这么好，很少有这么有名的演员
来表演，现在大桥通了，好戏都
送到家门口来了!”说完,他便又
有滋有味地沉浸到了戏曲里。
演出当天，不少外地票友
也慕名前来，一睹孟科娟的风
采。
“这次听说孟老师在海山
演出，特地带着朋友过来看。
我喜欢她已经有 5 个年头了，孟
老师演绎的人物很到位，范儿
特别正。”从椒江赶来看戏的柯
云飞说道。周围有戏迷听到他
的“追星”历程，接口道“我们还是从临海赶过来的，第
一次来海山，觉得这里的风景很漂亮，村民很热情淳朴。
”
此次来海山，群众的热情让孟科娟印象深刻，她告诉
记者，希望借此机会把最好的越剧表演呈现给海山观众，
也期待海山的发展越来越好。
（李敏敏 沈思维 文/摄）

﹃梅花奖﹄得主孟科娟送戏到海山

“社区里项目建设多了，服务
更 便 民 了 ， 新 班 子 真 给 力 ！” 日
前，记者来到楚门镇湖滨社区便民
服务中心，前来办事的居民颜云超
对这几个月来社区的变化啧啧称
赞。
湖滨社区由原先的城郊村、城
郊居、西南村、西门居、南门居撤
并 而 来 ， 占 地 面 积 约 1.23 平 方 公
里，常住人口 1.3 万余人，是目前楚
门镇人口密度最大、商业和文化氛

肉区等各种摊位 600 多个，还将引进
大型超市和餐饮、物流、休闲娱乐
等项目，配备停车位 200 余个。该项
目将打造成当地规模设施一流的综
合市场，并辐射到周边居民 2 万余
人。
除了加快改造综合市场，让居
民“菜篮子”拎得更舒心，社区两
委班子还将目光聚焦到居民的精神
文明生活，新建湖滨社区西南农村
文化礼堂，铸就社区文化之魂。
“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文化
礼堂，制约了很多文艺活动的开
展。”该项目负责人吴良平说道。为
此，社区两委班子合理开发利用村
级留用地，将其打造成农村文化礼
堂，进一步完善社区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
根据规划方案，湖滨社区西南
农村文化礼堂占地面积约 371 平方
米，分为文化广场、党建长廊、图
书馆等多个区域，具备民俗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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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家门口﹄享越剧盛宴

新村故事多

围最浓厚的社区。
自从 2018 年 9 月完成行政村调
整，湖滨社区两委班子紧抓工程项
目建设，凝心聚力谋发展，辖区各
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了突破性进
展，目前已有 3 个重点项目启动建
设。
记者在楚门镇楚柚路西侧看
到，原楚柚路菜场和六合超市已经
完成拆迁，即将新建城郊综合市
场，这也是湖滨社区成立以来的首
个民生工程项目。
“原楚柚路菜场建设年代较
早 ， 已 有 20 多 年 ， 存 在 建 筑 面 积
小、环境脏乱差、停车配套设施不
齐及消防设施不规范等问题，与居
民群众期盼的购物环境极不相符。”
该项目负责人黄祥寿介绍道。新建
的城郊综合市场总投资 3080 万元，
建筑面积达 1.5 万多平方米、4 层楼
高，工程分两期建设实施，总工期
为 450 天。综合市场内设蔬菜区、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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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岁老党员刘云利：
“玲芬，你在不在？在的话我
过来交党费。”“我在的，你腿脚不
方便，还是在家等着吧，我一会儿
就上门去收。
”
近日，鸡山乡北山村党支部委员
贾玲芬接到一通电话，打来电话的人
叫刘云利，北山村的一名老党员。
10 分钟后，贾玲芬动身去刘云
利家收党费，刚走到村部楼下，就
迎面遇上了颤颤巍巍赶来的刘云利。
“老刘，我都说可以上门收党
费，你又自己送过来了。”说话间，

09:40 别用爱情说事 43

不忘初心坚持交党费

贾玲芬快步上前搀扶住刘云利。
86 岁的刘云利于 1956 年 10 月入
党，是北山村年龄最大、党龄最长的
老党员。数十年来，他时刻不忘自己
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忘自身肩负的党
员义务，积极交纳党费，参加党组织
活动。近几年，随着年龄增长，刘云
利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无法坚持
每月参加党组织活动，但他仍然坚持
每月亲自交纳党费。
刘云利的家在半山腰，而村部
在山脚下，要交纳党费，他先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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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个台阶，而后再上数十个台
阶，到了村部还要走到 4 楼才能交纳
党费，平日里很少出门的刘云利每
月下山交党费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
“每个月收党费时我都会接到
老刘的电话，考虑到他年纪大，我
每次都说可以上门，但他总会提前
亲自把党费送过来。”说起刘云利的
执着，贾玲芬忍不住连连点赞。
记者了解到，刘云利家中还有一
个中风七八年的老伴，四个女儿全部
不在身边，平时老伴的医药费和两人

的生活费全部依靠刘云利的生活补助
和退休金。虽说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但在主动交纳党费这件事上，刘云利
从来没含糊过。“作为一个老党员，
按照党章要求主动、按时交纳党费是
我的义务。只要走得动，我就要亲自
来交党费。
”刘云利说道。
“在老刘身上，我看到了一名
共产党员该有的党性，他值得我们
全村的党员干部学习。”鸡山乡北山
村党支部书记尤先福赞赏道。
路伟凤 张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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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竞放添新景
梅花竞放
添新景
日前，在干江镇梅岭，千余株梅花如红丝带般环绕在
约 3 公里山坡的道路两侧，那鲜红的花朵给新年增添不少
新景，阵阵花香带给人美的享受。
吴达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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