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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鸬鹚站立在湖面的竹
竿上伺机觅食，斑嘴鸭在滩涂上悠
闲踱步，赤颈鸭在水面上游水嬉戏
……昨天上午，记者从玉环漩门湾
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保育区的监控画
面看到，一大批越冬候鸟已如约而
至，正在悠闲地享受秋日时光。

这是今秋以来，湿地范围内监
测到的首批越冬候鸟，也标志着湿
地公园正式进入候鸟越冬季节，接
下来将陆续迎来各类越冬候鸟。

据了解，我市地处东亚至澳大

利亚候鸟迁徙带，从 2010年至今，
玉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已连续10
年成为候鸟栖息和过境的重要区
域，每年秋季候鸟迁徙季，都会迎
来上万只候鸟来此越冬，它们都来
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从北方往南
方迁徙。

“今秋首批越冬候鸟抵达时间
和数量与去年基本一致，包含雁鸭
类候鸟、鸻鹬类候鸟等上千只，有
鸬鹚、绿翅鸭、斑嘴鸭、赤颈鸭
等，其中雁鸭类占比较多。”采访

中，玉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科普
宣教科副科长陈严雪一边调取湿地
公园内的候鸟监控视频，一边向记
者介绍道。

所有来到湿地的候鸟中，一部
分会选择留下过冬，一部分将继续
往南迁徙。“一般情况下，候鸟迁
徙会从9月份持续到12月份，如果
有些候鸟到了来年 1月份还未继续
往南迁徙，基本上可以判断它们会
留在湿地过冬。”陈严雪说道。

为了给越冬候鸟营造更好的栖

息环境，目前，湿地公园正紧锣密
鼓地加强日常巡护排查和监测工
作，全面做好迎接越冬候鸟“大
军”的准备。

“目前，我们的水鸟栖息地修
复和改造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为鸟
类提供了更好的生境。接下来，我
们将继续在生态修复和鸟类栖息地
改造上下功夫，确保候鸟在玉环漩
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安全栖息、越
冬。”玉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科
普宣教科科长辛慧说道。（王敬）

今秋首批越冬候鸟飞抵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

玉城
红色重阳 扬敬老新风
本报讯 10月 7日下午，玉城

街道老龄办联合星轶影院组织开展
“红色经典”老年专场观影活动，
忆往昔峥嵘岁月，扬敬老新风尚。

活动现场，近 100位老人一起
观看红色电影。老人们坐在一起，
看着祖国的强大，回忆往昔峥嵘岁
月，直到电影放映结束，都迟迟不
肯离开。老人们纷纷表示现在年龄
大了不太愿意出行，能和老友一起
看个电影，都感到十分珍惜。

在东门社区，一场表彰大会拉
开帷幕。在近百名老人的掌声中，
东门社区表彰了 4位志愿者。此活
动旨在号召更多的人关注老年人，
发扬无私奉献精神，为老年人的晚
年生活创造舒适的社会氛围。

（瞿玲倩）

坎门

乡贤与老人共度佳节
又讯 “今天这个节日过得很开

心，太感谢你们了！”10月 3日下
午，坎门夕阳红托老院的老人们握
着坎门乡贤联谊会代表们的手，脸
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当天，坎门乡贤联谊会走进坎
门夕阳红托老院，开展“庆国庆、
迎重阳”慰问演出活动，与老人们
共度佳节，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美好
祝福和问候。

活动在大合唱 《我和我的祖
国》中拉开帷幕，在场人员或是托
举国旗，或是挥舞国旗，充满热情
地用歌声献礼祖国。随后，乡贤代
表向老人们赠送了 175箱蛋糕作为
慰问礼物。

“乡贤联谊会有很多热心公益
事业的乡贤，这次邱和平乡贤出资
对托老院的老人们进行慰问，就是
其中的代表。”坎门乡贤联谊会会
长陈进说道，“我们想通过这样的
活动，陪伴老人们过一个快乐的国
庆节，在社会中引领尊老敬老的文
明风尚，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献爱
心。”

活动中，“越剧联唱”“陆文

龙”“五女拜寿”“十八相送”等丰
富的越剧节目演出轮番上演，赢得
了老人们的阵阵掌声。

（潘瑶强）

大麦屿

心系桑愉晚 情暖“夕阳红”
又讯 近日，大麦屿街道屿安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20多位成员走进
陈屿敬老院开展“心系桑愉晚 情暖
夕阳红”献爱心活动。

活动现场，屿安社工们有的在
给老人打扫房间、叠被子；有的陪
老人拉家常，关心询问老人的生
活、身体状况；也有的给老人剪头
发。而在敬老院的食堂内，几位屿
安社工和食堂阿姨一起，忙着洗菜
切肉，为老人们准备午饭。

“他们过来给我们理发、大扫

除，还烧咸饭给我们吃，我们很高
兴也很快乐。”今年 98高龄的陈大
爷开心地说道。

“到敬老院为老人理发至今已
有七八次了，看着老人们开心，我
们心里也高兴。”正在为老人理发
的社工余兰妹说道。活动中，屿安
社工还对敬老院内的消防设施以及
食品生产日期情况进行了检查。

（吴陈洪）

龙溪
表彰孝亲之星过重阳
又讯 10月 7日，龙溪镇花岩

浦村文化礼堂里，近 600名老年人
围坐在60桌宴席前，一边品村企业
家捐赠的美酒佳肴，一边表彰第六
届“五好老人”“十佳孝贤子媳”，
热热闹闹庆祝全国第 7个老年节和

九九重阳节。
当天的敬老宴会上，在一阵阵

热烈的掌声中，花岩浦村第六届
“五好老人”“十佳孝贤子媳”精彩
亮相。他们中既有见义勇为勇救掉
河青年的瞿德和老人，又有身残志
坚热心公益的陈道何老人，还有撑
持家门孝敬老人的好媳妇王美丽、
创业有为四代同堂贤惠媳妇汪素云
……这些身边的老有所为、敬老爱
家的典型，引得全场老人们的纷纷
夸赞。“五好老人”瞿德和谦虚地
说，他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他要
趁着这大好时代继续发挥余热。

“十佳好媳妇”王美丽高兴地说，
十分荣幸地再一次被评为村“十佳
好媳妇”，她们要再接再厉发扬尊
老爱老的中华民族优良品德。

（詹智）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敬老活动庆佳节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从台
州高速交警玉环驻点及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清港中队了解到，今年国庆
假期，台州沿海高速的沙门、玉
环、芦浦、海山等 4个高速收费站
进出口总车流量达 14.8 万辆次；
G228温岭泽国至玉环大麦屿疏港公

路的玉环小青、苔山两大路口总车
流量达3万辆次。

“国庆高速交通基本顺畅，未
出现大面积拥堵，日均车流量达
2.1万辆次，较平时增长了 2倍。”
台州高速交警五大队民警杨学景
说，受台风“米娜”影响，10月 2

日才迎来车流“井喷”，进出口总
车流量约 4 万辆次。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国庆假期，我市高速、国
道实现“道路交通零伤亡”。

“10月 2日、7日为假期出行、
返程高峰，国道的小青、苔山两大
路口总车流量约1万辆次。为保障假

期交通平稳有序运行，我们自9月29
日起就严格执行一级勤务模式，从
早上6时至晚上10时，安排民警与
各村网格员一起定岗执勤、巡逻及
查控，确保节日期间广大群众外出
游玩的安全。”市交警大队清港中队
副中队长郑一说。 （张莺莺）

国庆假期我市高速、国道通畅
日均车流量为平时2倍

沙门岳鑫村的里山山头，有一座
茶园。为了养护茶林，茶园主人阮志
龙 2年前“雇”了一批“园丁”养护
茶园，不用付工钱还给茶园创收。这
批“园丁”到底是什么来头？

记者来到绿盛茶园，循山路往茶
林里走，远远就看到一处山沟的小水
潭边上，有个鸡棚，几百只散养的土
鸡在周围的茶树丛中追逐、嬉戏，争
抢着找食物。阮志龙告诉记者，这群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土鸡，就是他管理
茶园的得力助手。

2年前，阮志龙在杭州的一次培
训会上了解到，在茶园里适当养鸡可
以抑制病虫害和杂草生长。回来后，
他买了两三百只土鸡，散养在部分茶
林里。一段时间后，他观察发现，长
期被鸡“巡视”的这片茶林，病虫害
和杂草都得到了有效抑制。

“茶树底下这部分草的控制，人工
操作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需要长时间
地弯腰，而且除草的农具可能会破坏
掉水土。但鸡每天在茶树下啄草吃
虫，能很好地完成这部分工作。”阮志
龙指着茶林间的小道说道，“像我身后
的这一片山地，茶树与茶树之间基本
上没有杂草了。”

有了这群辛勤的“园丁”，鸡棚周
围约二三十亩的茶林，一年的人力除
草成本由原先的近万元缩减至一千多
元。由于免去了除草剂等化学用品的
使用，原生态的茶林产出的茶叶品质
也更高了。更让阮志龙欣喜的是，生
长在高山茶园里的鸡还为他带来了可
观的附加收入。

“这些鸡每天在山上跑，自己觅
食，喝山泉水，呼吸新鲜空气，品质
肯定和一般圈养的不同。”老顾客陈
先生带着朋友前来买鸡，这山地土鸡
的名声也就是这样通过熟客口口相传
出去。渐渐的，来自东北、广西等地
区的顾客也找上了他。今年以来，茶
园陆续售出了四五百只土鸡，每只土
鸡售价120元，效益十分可观。

尝到了甜头的阮志龙下一步还将
继续在自己承包的240余亩茶林里扩大土鸡的养殖范围，并寻求
更科学的养殖方法。

张馨 梁裕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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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笔者从全
省重大项目暨特色小镇建设
现场推进会上获悉，2018年
度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对象考
核中玉环时尚家居小镇获考
核良好等次。目前全省共有
115个省级创建对象，此次考
核结果 25 个优秀， 45 个良
好，31个合格，9个警告，5
个被降格，其中台州市6个省
级创建对象中 5个良好，1个
合格。

玉 环 时 尚 家 居 小 镇 于
2017年8月列入第三批省级特

色小镇创建名单，规划面积
3.4平方公里，2017年至 2019
年计划总投资 51.9亿元。今
年是创建的收官之年，小镇
以验收命名为目标，围绕

“一心两翼四区多园”空间布
局，推进 AAA 级景区创建，
推动科技工业园区中山区块
改造，提升特色产业投资占
比。截至目前，小镇有效投
资累计完成 38.96亿元，特色
产业投资累计完成 20.98 亿
元。

（王婷）

玉环时尚家居小镇荣获省级考核良好

本报讯 近日，楚门 4家
工程车企业的驾驶员深入街
头，开展以“文明交通、你
我同行”为主题的交通文明
劝导活动。

活动中，楚门交警中队
民警结合常见的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以及发生事故的规律
特点，现场给驾驶员进行了
细致讲解。随后，驾驶员来

到新漩线红照路口、楚城线
滨江壹号路口，对行人乱穿
马路、电动车不按规定车道
行驶等违法行为进行劝导。

驾驶员黄师傅表示，希
望通过文明劝导活动，让所
有新老驾驶员都能够提高交
通守法意识，为平安道路贡
献一份力。

（杨国正 徐红漫）

楚门：

工程车驾驶员上路劝导文明

潘瑶强潘瑶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