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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所有人：报名经典诵读和手
工串珠课程的家长，周日请准时把
孩子送到文化礼堂……”每周五，清
港镇学苑村网络“理事长”张晓都会
在微信群发布温馨提醒。从网络上
收集民意并确定主题的文化礼堂活
动，学苑村今年已开展50多场，受惠
村民2000多人次。

在我市，338名像张晓这样的网
络“理事长”，活跃在各个村居（社
区）一线。他们充当“代销员”，网络
助销帮民致富；干起“调查员”，网罗
民意解民忧；化身“爱心使者”，线上
公益汇聚正能量，践行着群众需求
在哪里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走好网
上群众路线，让群众有更多幸福感、
获得感。

网络助销帮致富
“陈铭，我们家有批海鲜干货想

卖，可以帮我拍照发微信推广一下
吗？”芦浦镇西塘村网络“理事长”陈
铭，收到村民赵先生的求助短信。
当天，她便来到赵家，拍照发微信。
很快，第一单订单飞来。

“赵先生不是第一个通过微信
找我帮忙销货的人，10月初到现在，
我已经帮村民接了 100多笔海鲜干
货订单。”陈铭笑着说。

在西塘村，村民们喜欢叫陈铭
“村淘姑娘”，而这称号缘于一次偶
然。2年前，看到村里的果农每天起
早摸黑卖葡萄，陈铭便想着帮他们
推销一下，于是用相机精心拍摄葡

萄照片后发到朋友圈、微信群等，不
料短短一个月就帮农户接了 300多
单生意。

初试成功让陈铭信心倍增，与
村两委沟通后，她就在村便民服务
中心开通“村淘”服务，帮助村民在
网上促销农渔产品，至今已助村民
增收100余万元。

同样，大麦屿街道联丰村村民
也尝到了网络助销带来的“甜头”。

联丰村石峰山以盛产火山茶闻
名，每年春天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
游客游茶园、观火山、品鲜茗。于
是，联丰村网络“理事长”林招水指
导带动全村100多人做起微商，茶叶
通过微信月交易量达200多公斤，直
接让一部分农户富裕了起来。同
时，通过网络宣传茶文化，联丰村无
意间成了“网红”乡村，去年村旅游
收入达30多万元。

“村里富了，村民乐了，这是我
作为网络‘理事长’最应该做的一
件事，我们要不断延伸工作触角，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林招水

说。

网罗民意解民忧
“11月 7日，村民伍亨水在微信

群反应下塘坤没水，村干部王金林
及时处理。”“11月 8日，村民陈雪飞
在微信群讯问新生儿医保如何办
理，代办员及时解答。”……翻开清
港镇徐都村网络“理事长”蔡丹丹的
《网情札记》，详细记录着今年来解

决的大大小小580件民情问题。
“村民都养成了微信群里寻求

帮助的习惯，2年前我的微信好友不
到100人，现在增加到600多人。”蔡
丹丹晃了晃手机，笑着说道，“微信
群、朋友圈、微博成了我收集民意的
好途径。”

线上线下融合，蔡丹丹在徐都
村便民服务中心还“经营”着一家

“民情茶馆”，但凡线上了解到的一
些棘手问题，蔡丹丹就会请当事人
来“茶馆”，面对面交流为村民排忧
解难。

网上真心倾听民意，线下实意
解决民需，已成为玉环网络“理事
长”的共识。

在大麦屿，58岁的新园村网络
“理事长”杨守宝，原本是没有经验
的网络新手，如今成了收集民意、为
群众办实事的“网上村干部”；在芦
浦镇，分水村网络“理事长”徐爱蓉
在微信群发现村民陈某对拆迁安置
费存异议，当即安抚其情绪，随后与
村干部上门做思想工作，最终打开
陈某心结，化解了一起上访事件；在
清港镇，各村网络“理事长”联合村
代办员，通过网络政务为村民办理
事务3000多次……

线上公益汇能量
“协助残疾人找工作”“天冷了，

楚门敬老院需要 10张小毛毯”……
每天一上班，楚门天宜网络“理事
长”裘威巍就打开“欢乐义工”网络

公益集市的网页，更新收集到的新
微心愿。

2018年，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
裘威巍创建了玉环本土“互联网+公
益”平台——“欢乐义工”网络公益
集市，为需要帮助的人搭起平台，同
时让更多爱心人士借助网络参与到
公益活动中来。

“我们平台发布的第一条微心
愿，是南浦社区部分低保家庭需要
20份‘暖冬需求’，很快就被认领，
当时我第一次感受到网络公益力
量的强大。”裘威巍说，“欢乐义工”
运行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不断收集
更新微心愿，往往两三天就会被认
领。

如果说网络公益是一张无形的
大网，那么，网络“理事长”就是编网
的梭子，不断“织”起向上向善正能
量。

前阵子，在大麦屿街道鲜叠社
区，网络“理事长”张王建在微信朋
友圈了解到村民郑萍萍在孕期患上
感染性心内膜炎并早产 1公斤的女
儿，急需50万元治疗费，立即将捐款
链接分享朋友圈和各群，并发动亲
朋好友。第一时间，众人合力筹集
了25.8万元善款。

“毕竟人的圈子有限，通过微信
朋友圈转发，大家都能发动起了自
己的圈子，善款就一点一点地积聚
起来。”张王建笑着说。

曹思思张荣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338名网络“理事长”的生动实践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在西火
线西青岭村路段看到，施工人员利
用晴好天气，正抓紧对该路面进行
修复养护，原本坑坑洼洼的水泥路
面已被凿碎，施工人员正在加铺水
泥混凝土。

这是今年全市农村公路路面大
中修工程中，率先进场施工的一个
路段。

据了解，西火线是玉城街道西
青岭村至大麦屿火叉口村的交通要
道，始建于 1987 年，期间改造过 2
次。尽管市公路事务中心对道路加
强日常修复养护，但由于污水改建
等原因，现水泥板块受到破坏，部分
沥青路面老化开裂，坑槽、龟裂等病
害严重，影响来往车辆行人通行，道
路修复迫在眉睫。

此次工程中，市公路事务中心
计划对西火线水泥板块进行修复，
将西青岭村路段改造为水泥混凝土
路面，并将对部分积水路段预留排
水设施。

“目前，工程进展顺利，在元旦
前路面能够全部完成浇筑，争取在
春节前恢复通车。”市公路事务中心
养护工程科科长徐巍介绍道。

据介绍，此次全市农村公路路
面大中修工程，涉及待修复公路包

括楚城线滨江一
号至深浦隧道红
绿灯口路段、西
火线西青岭村路
段、黄礁线黄泥
坎至礁头路段，
隶 属 于 玉 城 街
道、芦浦镇等辖
区，公路总长度
约 8.98 公里，总
工期为3个月。

楚城线、黄
礁线将于近期进
场施工。“楚城线
和黄礁线均始建
于 2010年，路面
出现了氧化，石
子 的 粘 结 性 不
好，容易出现横
向裂缝、纵向裂
缝，还有网裂，甚
至 出 现 大 的 坑
洞，给过往车辆
和 行 人 带 来 不
便。”徐巍介绍
道。

据了解，楚
城线与黄礁线施工，以沥青混凝土
路面修复为主，主要是加铺一层新

的沥青混凝土路面，同时完善标识
标线、交通安全设施等设计。“我们
会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合理安排

工期，预计在明年 2 月陆续完成 3
段路面的施工。”徐巍说道。

（王敬 文/摄 郑焙升 项贝贝）

农村公路路面大中修拉开序幕
预计明年2月陆续完工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慈
善总会与清港镇前赵慈善工
作站人员专程走访了前赵村
部分贫困群众家，提前送去了
食用油、饼干、洗衣粉等日常
生活用品，让他们感受冬日的
温暖和关爱。

这是今年市慈善总会“慈
善暖冬行”的第一站。与往年
不同的是，此次送温暖活动由
前赵慈善工作站自发组织，提
前为该村 72户低保困难家庭
等送上慰问品。

赵宝军是当天慰问的困
难户之一，他的妻子在13年前
突遇车祸，身体和精神都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前赵慈
善工作站工作人员贴心地将
慰问品递到赵宝军手中，并拉
起了家常。

据了解，前赵慈善工作站
于今年 4月成立，由前赵村村
民自发组建，现有成员 11人。
成立之初，该村部分企业家及
村民自发捐助善款 1.3 万多
元，用于日常节假日慰问及困
难户帮扶等，截至目前受惠家

庭已有40多户。
“当初组建慈善工作站就

是考虑到村里一些困难户需
要社会上的帮助，但一直没有
慈善机构对他们进行精准且
经常性的帮扶。在市慈善总
会的帮助下，我们建立了这个
村级慈善工作站。”前赵慈善
工作站站长赵永君说。

采访中记者得知，2008
年，市慈善总会创新推出“慈
善暖冬行”活动，现已连续开
展 11 年，在助困、助孤、助学
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截至目前，“慈善暖冬
行”活动共支出 730.81 万元，
受助困难群众达 9234人次。

“前阵子，前赵慈善工作主
动联系了我们慈善总会，表示
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对本村及
周边村的困难群众进行帮扶，
对他们这样的行为我们非常支
持。”市慈善总会副会长袁升平
说，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爱心
人士，献出自己的点滴力量，关
心关爱需要帮助的群体，让玉
环更加“温暖”。（曹思思）

“慈善暖冬行”开始啦
前赵慈善工作站送出首批“温暖”

本报讯 昨天，台州市委常
委、统战部长单坚一行来玉，就
相关工作展开调研。他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锚定
使命任务，强化责任担当，深入
推进“一纲四目”，奋力开创新时
代统战工作新局面。

玉环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庞
伟峰参加调研。

当天下午，单坚一行先后来
到芦浦镇漩门湾同心之家、楚门
民营经济展厅（净化控股集团）、
楚门镇同心之家（楚门镇乡贤
馆），就我市乡镇（街道）“一纲四
目”统战工作展开调研。

今年以来，我市以“基层基
础年、阵地建设年、特色创新
年”三个年活动为抓手，通过实
现五个“全覆盖”、开创“五双”
模式、聚焦“四目一区”等举措，
全力推动乡镇（街道）“一纲四
目”统战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在乡贤工作方面，累计募
集乡贤教育和慈善基金近 7000
万元，已建、在建镇村两级乡贤
馆 13座；在协商民主方面，全市
11个乡镇街道民主协商议事活
动都已常态化、规范化运行；建
立村级乡贤参事会 40余家，有
力助推乡村治理。在民营经济
方面，坚持以商会建设为纽带，
相继建成芦浦镇商会服务中
心、楚门镇民营经济展馆，已经
实现乡镇（街道）基层商会全覆
盖，建立异地商会 12家。

调研中，单坚要求，要以“一
纲四目”为指导，充分发挥统一
战线领导小组的优势，以乡贤回
归工程为抓手，探索和创新基层
统战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深
化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全力助
推乡村振兴；要积极推进同心之
家建设，唱响工作品牌，画好同
心圆；要深化实施“一庙一故事”
工程，加强宗教和民间信仰场所
管理，重塑民间信仰价值。

当天，单坚还在楚门镇同心
之家与楚门镇乡贤联谊会等基
层统战组织进行座谈交流，并就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解读。

（李敏敏 梁裕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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