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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入校关 消杀重点场所

本报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
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今年
高考又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进
行，因此，让考生“健康参考”也
就成了这几天各考点及相关部门的
重要工作。
昨天上午 7 时许，记者在玉环中
学考点外看到，考生在现场医务人
员的引导下佩戴好口罩，保持一米

线距离，经过测温、排队依次通过
考生通道，然后进入考区，整个过
程井然有序。
“我们 主 要 是 看 考 生 进 入 考 场
时有没有佩戴口罩，有没有保持
一米的间距。考生没有戴好口罩
的，我们就提醒戴好口罩，如果
忘记带了，我们也有口罩免费提
供 给 考 生 。” 驻 点 考 场 的 防 疫 人 员
尚建斌表示，作为高考疫情防控
的第一道关口，必须严把考生入
校关。
据尚建斌介绍，如果入场考生
体温超过 37.3℃，就会被暂送到旁边
的隔离房作进一步监测和观察，确
保无异常后方可进入考区。同时，
现场配备了消毒液、口罩、橡胶手

套、隔离服等防疫物资，能够满足
不时之需。此外，考点还配备了医
生和常用药物，以便学生在考场上
如有身体不适等突发状况能及时得
到诊治。
确保入校关的同时，各考点还
全力做好考场日常保洁、消毒消杀
等工作。在玉城中学考点内的一间
教室里，一名医务人员正对该考场
进行全面消毒。
“考前，我们已对学校环境进行
彻底清洁，考场、楼道、厕所、食
堂等公共区域是每天循环消毒。开
考后，则是在每天考试结束后对重
点场所进行消杀，并保证每个考场
一天开窗至少 1 个小时以上。”玉城
中学副校长陈献忠介绍道。

另外，为做好疫情防控，玉城
中学严格按照上级部门要求，专门
安排了已接种新冠疫苗的教师担任
考务工作，并提前对考务人员进行
考前防疫培训、开展突发情况处置
演练等，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
稳、有序。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我市各
考点均设立了 3 至 5 个备用考场，并
按照普通高考软硬件设备要求部署
考 场 ， 用 于 安 排 考 试 当 天 有 发 热、
咳嗽等异常症状考生进行考试。此
外，市教育局还协同交警、综合行
政执法等部门对学校外围实行交通
管制，并对学生接送车辆驾驶员进
行健康检测。
（吕琼雅 张邵通 林梦婷）

口味“五花八门” 包装玩“谐音梗”

端午粽子“销售战”打响
本报讯 端午节还未到，可各种
口味、包装精美的粽子已被我市各大
商超卖场、菜市场摆在最醒目位置，
打响粽子“销售战”
。
6 月 8 日上午，记者在玉环大润
发、三和超市楚门店等商超卖场看
到，各式各样的礼盒粽子和散装粽
子被摆在最显眼位置，提醒市民提
前挑选心仪的“端午味道”。“每年

正是采摘好时节
又到李子成熟期

本 报 讯
眼下，正是李
子成熟的时
节。在漩门湾
国家湿地公园
3 号地的玉环
佳隆果蔬专业
合作社李子采
摘基地里，一
个个饱满圆润
的李子挂满枝
头，有的已红
透，有的青里
透黄，有的黄
里透红，格外
诱人。
据了解，
该李子采摘基
地种植面积有
20 多亩，种的
都是无公害李
子，在市场上
很 受 欢 迎 。
“我们种的李
子不打农药，
绿色健康，清
甜多汁，顾客
都很喜欢。”玉环佳隆果蔬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潘善增介绍道。
当前正是黑李成熟的旺季，采摘
基地里的小工们很忙碌，穿梭林间采
摘果实。潘善增告诉记者，今年黑李
产量和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每天采
摘量约 250 公斤，售价每公斤 30 元左
右，端午节后会大量上市。
除了目前热销的黑李，6 月中旬
后，该基地的蜜皇后、珍珠李等品种
也将陆续成熟上市。
（张思寒 王凌轩）

端午节前都要买一些粽子回家给孩
子吃，感觉更有过节的‘仪式
感’。”正在超市内挑选粽子的市民
袁女士表示，家里大人喜欢吃传统
口味的粽子，而小孩更喜欢尝鲜 ，
所以各种口味的粽子都会买点，这
样一家人也吃得开心。
为了让有不同喜好的消费者都能
选到喜欢吃的粽子，今年的粽子口味
可谓“五花八门”，除了豆沙、蜜
枣、蛋黄、猪肉、赤豆等传统口味
外，还有奥尔良风味鸡肉、燕麦八
宝、五谷杂粮等新口味。此外，不少
商家还将绿豆糕、咸鸭蛋等端午节令
食品，摆放在粽子销售专区，方便顾

客打包带走，一站式购齐。
粽子口味不同，价格也不同，
从几元一个到几百元一盒不等。其
中礼盒粽子，不仅包装精美，上面
的文案还玩起了“谐音梗”，比如
“粽情粽义”
“状元粽”
“放粽”等。
“今年的粽子，我们是提前一个
月陈列出来的，有 20 多种口味，平
均每日销售额可达近万元，其中最
受顾客青睐的还属鲜肉粽和蛋黄
粽。”玉环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人资
主任张艳说。
不仅各大商超卖场的粽子走
俏，随着端午节的到来，一些现包
现卖的粽子摊点生意也是非常火

爆。在城关中心菜市场的一家粽子
摊记者看到，老板娘麻溜地拿起两
片宽大的粽叶卷成斗形，灌入事先
调好味的糯米，塞上两大块腌制入
味的五花肉再盖上一层糯米“封
顶”，眨眼功夫，一个干净漂亮的大
肉粽就包好了。
“我一年四季都在卖粽子，离端
午节越近，粽子生意越好，蜜枣粽
每个 2.5 元，猪肉粽 5 元。今天一早
我包了几十个，都已卖光了。”老板
娘笑着说，除了买现成的粽子，也
有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粽叶、糯米等
原料，准备自己动手包粽子。
（张莺莺 刘斌辉）

粽香传温情
6 月 8 日，龙溪镇志
愿者走进市残疾人托养
中心，
中心
， 送来热气腾腾的
粽子，
粽子
， 并分发给残疾人
品尝。
品尝
。 同时
同时，
， 还为居住
在托养中心的残疾人进
行文艺表演以及免费理
发。
詹智 摄

五湖四海
五湖四海
“粽”是情
近日，
近日
，楚门镇在楚
洲文化城举办“万粽期
洲文化城举办“
待等你而来”
待等你而来
”活动
活动，
，爱
心商家服务、
心商家服务
、包粽子比
赛等吸引 100 多名当地
群众和新玉环人参加。
群众和新玉环人参加
。
活动现场，
活动现场
，大家齐乐融
融，体验了一把五湖四
海“粽”是情的乐
趣。
吴达夫 摄

爸爸去哪儿了？
小皓的爸爸李某在她还未记事
前就离开了。2005 年前后，李某因
做生意经营不善欠下巨额高利贷，随
后“跑路”去了云南。2009 年，他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和云南一名女
子领证生了孩子，不久后因重婚罪被
当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2010 年，小皓妈妈白某向市人
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作出判决：
准许两人离婚，婚生女小皓由白某
抚养至独立生活，李某自 2011 年开
始每年支付抚养费计人民币8000元。
案件审理之时，李某还在监狱
服刑；在他出狱后，发现自己已成
为被执行人。“我前妻申请执行，
玉环法院通知我去处理，但我根本
没钱，也就没有执行法院的判
决。
”李某表示。
期间，白某因李某的欠款东躲
西藏，与女儿见面甚少。还好，小
皓的外公外婆为她撑起了一个
家，可两位老人身体都不是很好，
一家人靠着外公的退休金，生活捉
襟见肘。
生活对于小皓而言，俨然已经
成了一场残酷的生存考验，正因如
此，她在信件的最后写下“求求法
官伯伯帮一帮我，把我的抚养费执
行给我”。

真没钱还是故意“赖”
？

父亲﹃拒执﹄被判刑 女儿向法院求助

织密防护网为高考护航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高考，对于
市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小陈而言，本无
需过多关注，但他却对今年考试格外
上心。原来，今年有名考生小皓 （化
名） 不 久 前 给 他 写 过 一 封 “ 求 助
信”：“我是一个父母离异的在读学
生，从小跟着外公外婆生活……根
据法院判决，爸爸应该给我抚养费，
可爸爸从我有记忆起就没给过我一分
钱，甚至没来看过我……”

司法救助为高考的她点亮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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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小皓信里的“法官伯
伯”小陈对李某印象挺深。早在
2012 年，李某第一次因抚养费被申
请执行时，法院便迅速行动，多方
查询其财产状况，但发现其名下无
任何可供执行的存款、车辆、房产
等财产。
此外，小陈法官经多方打听联
系上了李某的父母，但两人均表示
“就当没生过这个儿子”
。李某本人也没在玉环出现，仿佛人间
蒸发一般不知所踪。该案只能按照当时的程序作终结处理。
其实，李某一直在云南打工，2014 年还和玉环人林某
做起了汽配生意。李某说：“我知道自己还有案子没执行完
毕，所以一直非常小心，不敢用自己的银行卡，都是让朋友
帮我注册了微信和卡。
”
2019 年，因欠 5 万元货款未还，李某被林某申请执行。
2021 年，李某再次被申请执行抚养费。此次，根据申
请执行人提供的线索，小陈法官第一时间向云南当地法院、
公安机关发函请求协助。直到被公安机关抓获，李某还有些
迷惑：
“欠钱不是民事纠纷吗，怎么还算犯罪。
”

父亲被判刑女儿怎么办？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某在与白某离婚纠纷一案中
被判每年支付抚养费 8000 元、在与林某买卖纠纷一案中被
判归还货款 5 万元。判决生效后，被告人李某对上述两项判
决均未履行。
为躲避执行，被告人李某将他人名下的银行卡、手机
号、微信号供自己日常使用。截至 2020 年 1 月 1 日，被告人
李某对上述两项判决尚需支付 14 万余元。在此期间，被告
人李某未曾履行上述款项，却给时任女友转账 10 万余元、
购买彩票支出 5000 余元。
对此，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一直跟法院“躲猫猫”的李某终是得到了审判，但小皓
又将何去何从？信中她的担忧像一把锤子反复敲打着小陈法
官的心——“我还有未完成的学业，工作年纪也没到，这样
的我怎么生存下去？”
思虑再三，小陈法官想到了司法救助这条路子。在翻阅
法院的相关规定后，他帮助小皓填写了 《司法救助申请
书》。在此过程中，因小皓尚在念书、外公身体不好，有需
要补充的相关资料，小陈法官都会“上门服务”。
最终，小皓在一个月内顺利拿到了司法救助金。当天，
小陈法官也给她回了一封信：“小皓，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希望你能继续勇敢、快乐地生活下去。
好好学习，高考加油！”
说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总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只
要我躲得好，法院就找不到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法院怎
么认定我是故意不还的？本案中的李某，被执行的是抚养
费，或许会更加觉得是“家务事”而不放在眼中。殊不知，
当案子进入到执行阶段，被执行人对抗的就是国家公权力
了。在此，法院提醒，各失信被执行人要清醒一些，规避执
行、逃避执行的路子总有被发现的一天，到时，就不止是还
钱那么简单了，更有可能被判刑。
（刘竹柯君）

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6月10日（星期四）

新闻综合频道
07:0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7:00新闻综合全天导视
07:01玉环新闻
07:25玉环话散
08:00海湾影院
我的村我的家
09:50行者
10:25悦系列
11:00全民运动汇126
11:30榴岛先锋上
12:00玉环新闻
12:25玉环话散
12:45潮涌东方
温暖在身边 7
13:20海湾影院 独航
15:00 玉环新闻
15:25玉环话散
15:35光影纵横
16:30每周文娱18
17:00榴岛先锋上
17:30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17:31动画片
天天成长记第一季4-6
18:30悦系列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
播》
19:30玉环新闻
19:55玉环话散
20:20玉见
20:30光影纵横
21:15玉环新闻
21:35玉环话散
22:00玉见
22:10海湾影院 李双双

社会生活频道
07:0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7:00社会生活全天导视
07:02榴岛先锋上
07:30立秋6
08:15立秋7
09:00玉环新闻
09:25玉环话散
09:35立秋8
10:20立秋9
11:30时间剪史
12:00榴岛先锋上
12:20行者
13:00玉环新闻
13:25玉环话散
13:55开国元勋朱德31
14:40开国元勋朱德32
15:25开国元勋朱德33
16:20《达达剧场》
17:00全民运动汇126
17:30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17:31 换了人间3
18:20 换了人间4
19:10玉见
19:30悦系列
20:00玉环新闻
20:25玉环话散
20:40 生活视觉18
21:00开国元勋朱德31
21:45开国元勋朱德32
22:30开国元勋朱德33
23:20潮涌东方
温暖在身边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