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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药饵除“四害”

今年首批灭鼠毒饵站投放鸡山
本报讯 连日来的晴好天气，让
鸡山乡爱卫办工作人员施希强很是
高兴，因为这是投放药饵除“四
害”的好时机。
3 月 12 日上午，行走在鸡山乡的
马路上，时不时会遇见几名身穿橘
红色工作服、手提绿色药桶的工作

人员，他们正穿街走巷安装灭鼠毒
饵站、投放药饵。
据悉，这是今年我市投放的首
批灭鼠毒饵站，共 200 多只，投放灭
鼠药饵 1 吨多。
“近几年，鸡山乡很重视爱国
卫生及病媒生物防治除‘四害’工
作，每年都会投入专项资金聘请专
业消杀公司开展消杀，相继创成
‘台州市卫生乡镇’‘台州市健康乡
镇’‘浙江省卫生乡镇’等，努力为
群众创造一个健康、舒适的人居环
境。
”施希强说道。
当天上午 8 时 30 分许，记者在
鸡山乡卫生院看到，墙角处一张写
有“鼠饵站请勿触碰”的提醒牌很

是醒目。这头，台州榴岛虫控服务
有限公司几名工作人员全副武装 ，
手脚麻利地将废旧的灭鼠毒饵站丢
进垃圾桶，随后在全新的毒饵站上
涂上泡沫胶，牢牢地粘在墙角处 ；
那头，2 名工作人员左手提绿色药
桶，右手持药勺，在老鼠容易出现
的地方撒上药饵。
除了安装灭鼠毒饵站、投放药
饵，当天“榴岛虫控”工作人员还
背上专门的药水喷洒设备，为垃圾
桶、公厕墙角、绿化带等鼠密度较
高的场所喷洒药剂，预防控制好病
媒生物。
“春天是蚊子、苍蝇、蟑螂、
老鼠等‘四害’滋生、活动活跃的

季节，这次主要还是防治老鼠，替
换掉废旧的灭鼠毒饵站，补充药
饵。接下来，我们还会不间断地对
每个灭鼠诱饵站进行巡查，保持鼠
药不丢失，并向居民发放病媒生物
防治药品，宣传灭‘四害’相关知
识。”“榴岛虫控”工作人员粟艳琴
告诉记者，接下来大麦屿、坎门等
地也将相继展开病媒防治除“四
害”工作。
粟艳琴提醒市民，在投放药饵
期间，市民一定要看护好孩子或宠
物，严禁捡拾药饵。接触药饵后 ，
应及时用流水冲洗，若人或动物误
食，要及时送医。
（曹思思 李辛）

城区 2 条公交
线路明起调整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
玉汽集团获悉，为持续推
进公交线路优化调整，方
便市民出行，从明天起，
玉环城区的 2 条公交线路将
进行调整。
城区公交 101 路终点站
调整为城关一中，减少锦
盛购物中心站点，新增玉
城中学站点。调整后线路
走向：三合潭→西山→理
工大学→南山→吾悦广场
(喜来登酒店) →双港路口
→渔岙口 （市残联） →国
防大厦→三合潭花园小区
→城关镇小→交警大队→
急救中心→李家小区→客
运中心→建设大楼南→文
化广场→青少年宫→玉城

中学→商城→环山小学→
城关一中终点→珠城东路
口→青少年宫 （之后原路
返回）。
城区公交 106 路减少三
合潭花园小区、城关镇
小、交警大队 3 个站点，新
增三合潭花园东、章家新
区、玉环大剧院 3 个站点。
调整后线路走向：环西小
区→质量监督局→欧洲花
园→国防大厦→三合潭花
园东→章家新区→玉环大
剧院→人民医院→交通运
输局→天鸿饭店→玉城街
道办事处→商城→环山小
学→市政府→机关幼儿园
→中医院终点。
（江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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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桥却不扫尾
安全隐患何时了

市疾控中心：

急救培训进警营

大麦屿：

文艺汇演倡文明

“大手”拉“小手”
共植新绿
本报讯 3 月 12 日上午，玉环永兴村镇
银行营业中心工作人员走进市机关幼儿
园、玉环实验幼儿园，带领小朋友们开展
绿色植物种植行动。
在市机关幼儿园，小朋友们领取了银
行工作人员发放的花盆和植物。培土、种
多肉、浇水……现场一派忙碌的劳动景象。
在玉环实验幼儿园，银行工作人员与
小朋友带着小树苗，前往渔岙山体公园开
展种树活动。小朋友们拿着铲子认真挖
土、栽苗、培土、浇水，给公园添上了一
抹新绿。
（赵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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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 动画片
让梦想起飞 26
18:00 幽默观察家 8

本报讯 3 月 12 日，市公安局邀请了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走进楚门派出所，
为 50 余名警务人员开展现场急救专题培
训，提高他们的急救知识水平和能力。
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科科长许薇娜针
对基层警务人员在日常警情中可能遇到的
各类创伤所应采取的急救方法进行了系统
讲解和介绍，随后还利用模拟假人详细描
述如何处置心脏骤停的急救方法，并进行
了心肺复苏标准动作演示，纠正他们出现
的错误操作。
（陈文昊）

本报讯 3 月 12 日晚，大麦屿街道庆澜
公园里歌舞飞扬，一场以“弘扬文明乡风
建设美丽家园 ”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正在这
里举行，吸引周边群众前来欣赏。
一开场，民乐合奏 《金蛇狂舞》 便赢
得了观众热烈掌声，紧接着，《观灯》《世
纪春雨》《消防宣传保安全》《远离赌博六
合彩》 等节目轮番上演。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更以文艺汇演的形式带动文明新
风，不断加强乡风民风建设。 （陈衡）

16:00 新时代物语

专家下地头指导果农栽种
本报讯 近日，受我市农业
部门邀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
世平 （图中左二） 和北京农业智
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秀
深入干江梅岭，向果农推广限根

栽培技术与精准农业灌溉技术。
在现场，王世平和王秀两位
专家分别就果农关心的果树修剪
技术、肥料的施用方式等管理问
题进行了详细讲解和指导。

对于果树的后期管理，两位
专家表示，他们除了定期前来现
场指导果农种植外，还将通过电
话和网络等方式给予指导。
(林俐 王凌轩/文 吴晓红/摄)

30 多名劳模挥锄为城市添绿

本报讯 3 月 12 日下午，在
玉城街道城东村峦岩山风景区劳
模林，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 30
多名劳模挥锄植树，为玉环添一
片新绿。
当天下午 2 时 30 分许，劳模
们三五成群，相互配合，有的扛
着铁锹，有的搬运树苗，往指定
地点前进。“种树是有技巧的，
三埋、两踩、一提苗。”植树过
程中，劳模相互交流种树技巧，
分享心得体会。

经过一下午的辛勤劳作，
300 棵黄金枫树苗迎风而立，成
了峦岩山风景区一道景观。大家
还纷纷与自己种植的树苗合影，
期许它们茁壮成长。
全国劳动模范、坎门街道
东安村党总支书记柯寿景表
示：“植树活动很有意义，希望
我们能带动更多人投身到爱护
环境、保护环境的自觉行动中
来。”
“作为劳模，我们更应发挥

带头作用，为大家做出榜样、做
出示范，为我们美丽乡村的建设
出一份力。”浙江省劳模、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青英
说道。
据了解，市总工会已连续
10 多年组织劳模开展植树造林
活动，旨在通过他们的表率作
用，引导全市广大职工积极投
身到建设美化家园的行列中
来。
（林俐 王凌轩）

家门口建了一座小巧美
观的石桥，出入更方便了，
但家住坎门新世纪小区的苏
爱共在高兴之余，却窝了一
肚 子 火 。“ 桥 是 去 年 建 成
的，桥头留着这个残缺铁护
栏为什么不清理掉！”在位
于新世纪小区一侧的桥头
边，市民苏爱共指着一截残
缺的铁护栏说道。
记者发现，苏爱共反
映的残缺铁护栏由铁管和
两根相对细一点的铁条组
成，高约 1.3 米，宽约 0.3
至 0.4 米，铁管件一端接近
顶部的位置还向外焊接着
一大块异常锋利的铁疙瘩
（如下图红线内区域）。
原来，有关部门从前
年开始，在海都花园和新
世纪小区之间的这条河道
上启动建设一座石桥。桥
于去年年中建好，但不知
道是什么原因，扫尾工程
却一直拖着，特别是这个
残缺铁护栏带来了不小的
安全隐患。
“小孩子蹦蹦跳跳，
要是不小心，头撞到这个
铁疙瘩，后果不堪设
想 。” 苏 爱 共 告 诉 记 者 ，
“大人走路不注意的话，
胳膊撞到上面，肯定也会
受伤。”
“白天还好，要是晚
上黑灯瞎火，不小心撞上

可怎么办 。” 路过这里的
胡阿叶也对这截直立的铁
护栏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忧心忡忡。
不该有的铁护栏留在
路中央，而该有的铁护栏
却因建桥时拆除后没有修
补回去，这直接导致桥右
边紧挨着桥头栏杆的河岸
有 3 米多宽的护拦缺失，
河岸下是三四米深的陡
坡。
“小区有很多老人、
小孩，河岸这么陡，河水
又深，要是不小心掉下
去，那可是大事啊！”附近
住户李红霞说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去年下半年，靠新世
纪小区一侧的桥头，桥身
和河岸还留着数十厘米的
距离没有连接，担心出事
故的小区居民从别处拿来
两大块板材当成临时踏
板，确保过往人员安全。
后来，经过居民多次反
映，相关工程建设人员才
把这块空档用碎石子填
实，但其他的扫尾项目就
没人理睬了，而且一拖就
又拖了好几个月。
“ 建桥是好事，但不
能做成半拉子工程，更不
能留下安全隐患。”李红霞
这样说道。
龚松 吴铭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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