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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三届少儿春晚圆满落幕
本报讯 昨晚，由玉环市传媒
中心主办的“美丽玉环 快乐启航”
2020 玉环市第三届少儿春晚成功举
办。绚丽的舞台上，孩子们用自己
或萌动、或灵气、或炫酷的才艺，
为全市人民呈现了一场充满童真、
童趣、童梦的大型少儿文艺盛宴，
也为即将到来的鼠年新春增添了浓
浓的喜庆，受到一致的好评。
据悉，此次少儿春晚自 2019 年
7 月筹备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
注，得到了众多艺术培训机构及学
生家长的积极响应。经过精心筛
选，最终挑选出声乐类、器乐类、
舞蹈类、语言类等 24 个优秀节目登
上舞台，参演小朋友多达 520 名。
晚上 6 时 30 分，开场舞 《欢天
喜地闹新春》 拉开了晚会序幕，数
十名小朋友手提灯笼、彩带、福字
跟随音乐舞动着，向观众展示了浓
浓的年味儿，瞬间带动全场气氛。
舞蹈 《剪纸姑娘》、诗歌朗诵 《玉
环日子的幸福抒情》、跆拳舞 《相
信自己》、独唱 《蒲公英》 等精彩
歌舞将孩子们的天性与作品的艺术
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机灵可爱的
萌娃、美轮美奂的舞台、精彩绝伦
的节目，博得了现场观众一阵又一
阵的掌声。
“快快快，下去排队换衣服
去，不然下个节目来不及。”陈小
丹、郑心研两位小演员来自太阳城
芭比舞蹈艺术中心，她们晚上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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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开场舞，还有舞蹈 《猫鼠之
夜》。一下舞台她们就相互催促准
备转场，十分老练。她们告诉记
者，她们很开心能参加这样一场晚
会，锻炼了胆量，培养了自信，以
后还要参加这样的演出，把自己的
才艺展现给大家。

“晚上演出节目很精彩，小朋
友们个个多才多艺，以后有机会也
让我小孩来参加，让他锻炼一
下。”市民张女士抱着她孩子来看
演出，她怀里孩子看着台上的哥哥
姐姐们的演出，兴奋地挥舞小手。
记者了解道，玉环市少儿春晚

已经连续举办了 3 届，市传媒中心
少儿艺培中心主任周薇薇告诉记
者，希望通过少儿春晚为全市喜欢
艺术热爱表演的少年儿童们搭建一
个自我展示的大舞台，让孩子们能
快乐地展示风采，呈现出美丽玉环
的蓬勃朝气。
（罗凯文）

联合执法保安全
本报讯 春运大幕已拉开，近日，市道
路运输事务中心联合市公安局玉城派出
所，深入玉城辖区开展“打非治违”专项
行动，进一步加大对“黑车”的查处力
度，有效遏制和防范客运车辆道路事故的
发生，实现和谐春运、平安春运的目标。
为加大“打非治违”检查力度，市道
路运输事务中心创新执勤模式，通过玉城
派出所在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设警务室，
并以警务室为依托，采取定点执勤与流动
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车站、法院门口等
重要路段加强路面管控，在巡查过程中，
运政人员及民警着重对非法运营、客车超
员、客运班车串线经营、站外上下客等运
输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重点检查。
据统计，当日，共出动巡查人员 20 余
人次，检查车辆 60 余辆，查处无证网约车
1 起，班车违章运输 1 起。
（陈妍）

本周我市晴雨相间
本报讯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受弱
冷空气频繁影响，我市本周天气晴雨相
间，周三下午到周四、周六夜里到周日上
午分别有 2 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多云
或阴天为主。本周最低气温 3-5℃，局部有
霜；周最高气温 12-14℃。
“因为受到冷空气影响，本周我市气温
整体偏冷。接下来，我市气温也将继续逐
步下降。据常年历史资料统计，玉环一年
中最冷的阶段是在 1 月的中下旬到 2 月的上
旬，刚好跟今年的过年假期时间段是重叠
在一起。”市气象台预报员陈华忠再次提醒
近期在春运期间需出行的市民，要提前关
注天气变化，做好出行安排。
（林俐）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中
小学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清
港中心小学同善广场启动，同
善书院也同时揭牌。
市中小学文明实践活动旨
在发挥中小学校志愿服务和社
会实践活动的育人功能，下阶
段将重点围绕打造学习传播科
学理论“主平台”、基层思想
政治工作“主阵地”、培育时
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主渠
道”、推进志愿服务工作“主
载体”、移风易俗涵育文明乡
风“主抓手”五个方面开展各
项工作。

据了解，一年来，我市以
办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积极
落实“五育并举”方针，大力
推进“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三年
提升行动”，全省高校新生体
质健康测试总成绩合格率排名
与增幅均位居台州市第一，在
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比赛
中 ， 11 个 一 等 奖 花 落 我 市 ，
创历史最好成绩。此外，我市
还积极创新“校中书院”品牌
建设，新增 5 所“校中书
院”，共建成投用 9 所，全面
形成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校
园文化氛围。 （罗凯文）

楚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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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楚门镇隆
重举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揭牌
仪式暨 2019 年度志愿服务表
彰大会。
简单的揭牌仪式后，中山
村党群志愿服务队、玉环阳光
救援队、低保探访义工队、多
彩公益兴趣班老师团队、长者
义工队等优秀志愿服务团队，
陈英、茆绍喜、叶玲雪、应海
雪等优秀志愿者被表彰。
据悉，近年来，楚门镇社
会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尤
其是引进天宜社会工作服务社

以来，连续 6 年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每年志愿者服务时数均
超过 2000 小时，并先后培育
了“星星点灯”农民工子女关
爱基地、少年警校、楚洲文化
城、文玲书院等志愿者实践基
地，更是涌现出了阳光救援
队、楚小小红萌志愿服务队、
玉二医医疗志愿队等一批优秀
的志愿服务团队，成立了玉环
市首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队，为楚门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员后
盾。
（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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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温暖同
行，无毒有我”禁毒流动课堂
在沙门镇工业园内开课，课堂
主要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和周边
居民开展禁毒教育，旨在提高
他们的禁毒意识。
活动中，禁毒社工向来往
群众和企业员工们分发禁毒宣
传手册，介绍禁毒相关法律法
规，现场讲解相关毒品案例，

并结合毒品仿真样品，向他们
普及毒品的种类及危害，如何
识别与有效预防毒品。
沙门镇禁毒办号召群众们
在宣传横幅上签上自己的名
字，鼓励大家加入禁毒行列，
为创造文明和谐无毒的“春运
路”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
（曾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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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贝壳赛提升海洋环保意识
近 30 名孩子共享创作乐趣

本报讯 “你们快看，这
是我刚做好的孔雀！”1 月 12
日上午，捧着亲手做的贝壳造
型，潘永烨迫不及待展示给众
人。
当天上午，一场别开生面
的贝壳创意赛在玉环湖韵艺术
馆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市的近
30 名孩子参加。比赛中，孩子
们用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贝壳
设计制造工艺品，最后再由评
委现场打分，所有的作品都将
在艺术馆内展出。
上午 9 时多，活动正式开
始，参赛选手们领了贝壳和制

作工具后，开始创作。只见他
们小心翼翼地将各种形状的贝
壳用胶粘贴到木板上，拼凑组
装成画。不到一个小时，贝壳
画就制作出来了，这些画有灿
烂的太阳花、肥嘟嘟的小猪、
正在海边度假的人、灿烂的太
阳花等等，每一幅画都带着一
丝“海洋风”。
“这个活动太有意思了，
我还是第一次参加。”潘永烨
开心地说道。带潘永烨参加活
动的妈妈赵礼菊告诉记者，现
在孩子放寒假了，能有这样一
个机会让孩子走出家门挺难得

的，“参加活动不仅能锻炼孩
子的动手能力，还能增强他与
人交流的能力。
”
玉环湖韵艺术馆馆长王灵
华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这次活
动的让孩子们能树立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的意识，同时也通过
亲手创作开发孩子们的思维，
增强动手能力，“接下来，我
们准备把孩子们创作的作品放
在艺术馆长期展览，同时我们
每隔两个月就会举办一次类似
的创意赛或作品展，呼吁更多
的人参与到海洋生态环境的保
护中来。
” （路伟凤 文/摄）

晨练爱好者文艺迎新年
本报讯“咚咚锵，咚咚锵
……”1 月 11 日下午，玉环公
园激情广场内响起了 《喜迎新
春》 腰鼓舞的鼓点，数十位晨
练爱好者分会的会员们穿着喜
庆的大红衣裳，腰间系着小腰
鼓用热情的舞姿拉开了我市体
育总会晨练爱好者分会“喜迎
新春”文艺汇演的序幕。
当天下午 2 时许，天空飘
着细雨，但依旧没影响晨练爱
好者们的热情，他们欢聚一
堂，共享新禧。武术 《乾隆
扇》、 越 剧 《吕 布 与 貂 蝉 小
宴》、诗朗诵 《我是中国人》、
音乐话剧 《小喇叭》、三句半
《快乐晨练》 ……13 个不同形
式的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节
目不时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据悉，市体育总会晨练爱

好者分会成立于 2012 年，共
有 160 多名会员。成立 7 年以
来分会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品牌
活动，足迹遍布全省各地，涵
盖了全民健身、社会公益、联
络联谊等多个方面。今年，分
会荣膺市体育总会“四星级社
团”称号。
“这次文艺汇演是我们第
一次公开演出，这既是分会形
象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社
会各界关心支持的集中答谢。
希望今后有更多晨练爱好者能
加入我们，共同为玉环全民健
身事业添砖加瓦，为玉环精神
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市体育
总会晨练爱好者分会会长董怀
友说。
（林俐 刘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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