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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村的元宝山上可以建造一
条游步道，站在山上就能眺望漩门
湾和漩门三期新城的秀丽风光。”

“山里村交通不便，急需解决村里留
守老人就医难问题。”“梅岙村小微
企业园的改造中土地和交通是两大
难题。”……在龙溪镇乡贤联谊会召
开“双月”基层民主协商议事现场
会上，与会的各位乡贤有问有答、
互动协商、气氛活跃，还围绕村级
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落
到实处，龙溪镇以“乡贤联谊会+民
主协商”为抓手，着手推进民主协
商工作机制下沉基层，设立了“双
月”基层民主协商议事现场会。该
现场会以两个月为时间间隔在龙溪
镇各村召开，以座谈交流为主要方
式，融调研、监督与协商为一体，
由当地村干部带领镇相关领导、镇
乡贤联谊会、本村籍镇乡贤以及村
里威望人士实地查看该村的发展状
况并作出专题汇报，然后就该村发
展现状和难点问题展开议事讨论，
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

从今年4月开始，龙溪镇党委工
作报告里第一次出现“双月”基层
民主协商议事现场会的名字，到逐
步走向机制化，该现场会已成功在
东港村、山里村、山外张村和梅岙
村举办了4次。

“‘双月’基层民主协商议事
现场会在立足当前解决现实问题的
同时，还着眼长远解决战略问题，
议题内容基本涵盖了乡村发展的方

方面面，为乡贤提供了报效桑梓的
新平台。这也是在以往乡贤联谊会
的基础上，对民主协商在形式上、
渠道上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龙溪
镇党委委员林甲辉表示，每一次现
场会议结束后，都有专人负责认真
归纳梳理各乡贤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及时通过调研报告、专题报
告、协商专报等形式呈送镇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并跟踪了解协商
意见采纳落实的情况。镇主要领导
则逐一作出批示，多数意见建议得
到重视和采纳。

在今年4月的东港村“双月”基
层民主协商议事现场会上，该村乡
贤郑德全了解到村里群众对文化建
设的需求，主动提出可以开设琵琶
公益课，用实际行动支持发展基层
群众文化事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为促成本次公益课开课，乡贤
联谊会和东港村联合投入7万元，成
立了“龙溪镇乡贤郑德全琵琶工作
室”，并购置了30把琵琶。该琵琶公
益课于 6月 10日在东港村村部正式
开课，吸引了来自龙溪全镇各地的
40余名琵琶演奏爱好者。

“作为一名乡贤，回到自己的家
乡传授技艺，是一种荣誉，更是一
份责任。”郑德全说，琵琶公益课每
周五晚两节课连上，今年的课程已
排到了年底，明年、后年会接着开
课，待学员们学成后，就可以组织
到各地文化礼堂演出，让更多人了
解琵琶、爱上琵琶。

“课堂上学习气氛很浓郁，老师
授课也很用心，这样的机会非常难
得，以后会坚持来听课学习。”学员
徐婷说。

“有很多乡贤在外创业、打拼，

村两委干部换届后就互相不认识
了，通过‘双月’基层民主协商议
事现场会的召开，不仅让乡贤和村
两委干部之间互相认识，也加深了
乡贤对村里事物和发展的认识。”龙
溪镇乡贤联谊会会长郭礼田表示，
该现场会在村两委干部和乡贤之间
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同时也为
乡贤反哺家乡提供了新的途径。

“协商是过程、是手段，让协商
成果进入党委、政府决策，推动相
关工作落实才是最终目的。”林甲辉
表示，“双月”基层民主协商议事现
场会的召开，更重要的是要走完闭
合回路，促进协商成果的转化。

在山里村的“双月”基层民主
协商议事现场会上，山里村乡贤了
解到目前山里村村民对优质医疗资
源的需求呼声强烈，希望能让专家
离病患更近，让群众看病更加便
利。很快，龙溪镇乡贤联谊会联系
了玉环终身名医、龙溪乡贤郭崇秋
帮忙牵线，邀请民进玉环总支市人
民医院支部医生 （专家） 开展送医
下乡义诊活动。

义诊当天，山里村的乡村振兴
学院内挤满了闻讯赶来就诊的村
民。现场分设内科、外科、五官科
等近 10个诊区，每块诊区都“门庭
若市”。专家们为患者把脉问诊，耐
心解答各种疑问，细致入微讲解病
情及生活注意事项，并为村民免费
量血压、做B超检查等。同时，还结
合村民自身的身体状况，逐一进行
健康指导，有的还留下联系方式，
便于患者后续咨询。据了解，此次
义诊活动让山里村 160多名老人受
惠。

村民曹娇花今年 75岁，当天她

一大早就来现场排队，等待就诊。
半个多小时后，专家仔细帮她进行
了诊查，并给出详细的诊疗方案。

“我们去一趟城里最少要 1 个多小
时，这对于老人来说看病确实挺不
方便的。平时去医院看个专家号都
要排个大半天，我家到这里就几步
路，刚好今天有名医过来，多好的
机会呀！”曹奶奶高兴地说。

“我们将通过‘双月’基层民
主协商议事现场会充分发挥乡贤参
谋助手作用，当好基层党组织的

‘智囊团’，实实在在地为完善基层
治理多做一些事情。”郭礼田告诉
记者，目前龙溪首个乡贤参事会
——东港村乡贤参事会已于上个月
在东港村村部成立。该乡贤参事会
是一个集公益性、服务性、互助
性、非营利性为一体的基层社会团
体，将在政治引导、经济带动、文
化引领等方面发挥作用，助推乡村
振兴。

下阶段，龙溪将继续以乡村为
阵地、以乡贤为核心、以乡事为重
点，发挥乡贤的经验学识、专长技
艺、经济财富等，通过民主协商议
事平台，以圆桌会议、专家探讨、
专题座谈等多种形式开展“双月”
基层民主协商议事现场会，辐射全
镇 12个行政村，将乡贤助力乡村振
兴作用最大化。“我们还将进一步深
化‘双月’基层民主协商议事现场
会制度，继续探索民主协商新模
式，提供民主协商的龙溪经验。”林
甲辉说。

以乡村为阵地 以乡贤为核心 以乡事为重点

龙溪“双月”协商高效又实用

本报讯 秋高气爽的季
节，路过清港镇同善塘河
边，河中喷泉与两岸蓊郁
的树木相映成趣。傍晚 6
时，喷泉设施的灯光开
启，微风吹拂下，河面泛
起五光十色的涟漪，与夜
色交融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据悉，这项同善塘河
喷泉工程在清港村至 76省
道段绵延约2公里，共设置
20个喷泉设施，总投资约
22万元。因原有喷泉在台
风中受损，故全部更新并
进行了一定的延长。喷泉

每天早上 8时至晚上 7时开
启。

“同善塘河是我们清港
人的母亲河，我们生于
此，长于此。喷泉工程为寂
静的河水注入了灵动的元
素，让傍晚在沿岸散步的村
民更能感受到母亲河的美
丽。”“五水共治”科室负责
人郑林辉说道，“创建美丽
河湖，不单单只是把河水治
理清，也要把河面治理净。
水清景美、彰显人文，才是
美丽河湖的目的。”

（卢剑/文郑钦心/摄）

清港

美丽喷泉展同善诗意画卷

本报讯 连日来，大麦屿街道
“屿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开展
“志愿服务”平安系列活动，为街道
的平安建设添砖加瓦。

在陈屿敬老院，“屿安”的社工
和志愿者为老人们送上贴心的服务，
有的忙着打扫院子、收集垃圾，帮老
人们整理房间；有的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剪指甲、理头发；还有的撸起袖子
捧起一盆清水，为老人洗脚。

“真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帮我
们做这么多事，太谢谢你们了。”
一位老人说，养老院对他们照顾得
十分周到，在这里生活就像在家里
一样，而贴心可爱的社工和志愿者
则像子女一样亲切，让他们十分感
动。

据了解，“屿安”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成立于今年 9月 6日成立，统筹
了街道内35个村（社区） 96名网格员
的力量，共同为街道的平安建设而努
力。 （沈玉璧 茹冠钦）

大麦屿

“屿安”敬老爱老
助力平安建设

本报讯 近日，玉城街
道北山村文化礼堂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医保政策
惠民生，平安健康进万
家”——台州《乡村大擂
台》汇演正在这里上演。

开 场 舞 《红 红 热 闹
闹》、音乐快板《玉环医保
暖人心》、魔术 《幻月之
城》等节目轮番上演，激
起一阵阵掌声。根据真实
事件改编的医保短剧《感
恩的心》 更是扣人心弦，
使得不少在场观众感动落
泪。“医保卡借人用，您可
亏大了。”“医保定点药店
必 须 按 规 定 销 售 药
品。”……打击欺诈骗保、
规范使用医保卡融入情景
剧《这样的雷区不能踩》，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

艺术形式，宣讲了医保相
关法规政策，让观众对医
保政策的认识和了解更加
清晰。

“在看演出的同时我也
学到了好多医保知识，回
去可要好好跟家人普及一
下。”在场的观众小瞿笑着
说道。

为了让观众可以更多
地了解医保卡的使用和办
理，演出现场还穿插医保
政策知识有奖问答环节，
工作人员则除了发放宣传
单也为群众提供咨询服
务，积极宣传国家医疗保
险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群众对医疗保障政
策和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
金行为的知晓度和参与
率。 （许珊珊）

玉城

台州《乡村大擂台》来了
北山村民快乐中学“医保”

本报讯 近日晚，一台
由楚门镇举办，楚门镇文
化站、天宜社会工作服务
社及中山村协办的楚门镇

“弘扬社会文明，倡导殡葬
新风”文艺演出在中山村
举行，让村民在家门口就
能品尝到精彩丰盛的“文
化大餐”。

舞蹈 《走进新时代》
拉开了演出的序幕，歌曲
《祝福中国》《劳动最光
荣》《红歌联唱》表达了基
层文艺工作者对党、对祖
国的无比热爱之情；4名小
朋友表演的琵琶弹奏《送
我一朵玫瑰花》 旋律优
美；方言三句半《殡葬改

革大要紧》用朗朗上口的
方言三句半形式宣传移风
易俗、殡葬改革等相关内
容，让群众进一步了解和
认识殡葬改革的重要性，
听得大家不停点头称赞；
方言快板《消防安全要牢
记》呼吁村民积极关注消
防安全，增强消防意识，
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
……15组节目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印象。

当晚演出贴近生活，
既宣传了相关政策法规，
又丰富了当地村民的文化
生活，大家在欢歌笑语中
深受启发，受到了群众的
欢迎。 （应军）

楚门

文艺演出进中山村
倡导殡葬改革新风

本报讯 “3、2、1，拉！”日
前，在坎门街道双龙村双港路两
侧农田里传来一阵阵口号声，随

着工人们奋力拉扯，一个个破旧
不堪的洗菜棚应声倒下。

在这次坎门街道组织的专项

拆违行动中，双港路两侧农田里
私搭乱建的 12个洗菜棚被依法拆
除，这不仅有效助力了“创国
卫”，也恢复了道路两侧的自然农
田风貌。

“这里的洗菜棚由来已久，都
是农户出于方便占用为双庙水库
泄洪的河道空间自行搭建而成。”
坎门街道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负
责人杨威说，这些用石棉瓦、铁
皮、木条临时搭建而成的洗菜
棚，存在防汛泄洪方面的危险，
而且外观破旧、歪歪斜斜，严重
影响了市容市貌。

据悉，在此次拆违行动初
期，仍有部分农户不愿意配合，
对拆违有所阻挠，但在工作人员
耐心劝解下，最终表示了理解和
配合，使得拆除顺利平稳完成。
下阶段，坎门街道将聚焦街道、
社区主入口，推进“两路两侧”
整治，精准围剿各类违法建筑，
以拆开路，强势推进“无违建街
道”创建。 （林凯琪 文/摄）

拆除私搭洗菜棚 还农田原有风貌
坎门加强“两路两侧”违建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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