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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汉服 制香囊 编蛋兜

坎门“80 后”直播端午民俗

本报讯 “我手上的香囊，由艾
草、香草等 14 种中草药填充而成，
有助于安神、防蚊虫叮咬，端午制
香囊也是我国的传统民俗，有避瘟
除秽之意……”连日来，坎门“80
后”汉服爱好者甘宝凌在直播间
里，每天都和网友分享与端午习俗
相关的内容，吸引上千名网友在线
观看和点赞。
“吸睛”的不仅是甘宝凌一身儒
雅的汉服，更源于她自制的各种端
午手工艺品，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理解。挂艾草、制香囊、编蛋兜
……在网上，这些端午习俗“老底
子”，通过甘宝凌的展示和直播焕发
出全新的魅力。
通过创 意 改 造 ， 传 统 香 囊 被
打造成一个个粽子的外型，既可
爱又不失心意；传统“灯笼”造
型的蛋兜，经过巧手缝制，变成
了 一 只 只 活 灵 活 现 的 “ 红 金 鱼 ”；
寓意祈福辟邪的五彩绳上，增加
了“五彩粽 ”“小老虎”等吉祥元
素，因此也多了一份更加美好的
祝福。
直播中，甘宝凌还会向网友介
绍玉环端午传统文化的内容 。“在
以前，长辈们会在孩子的手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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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城商会:

07:0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寻学党史 缅怀先烈
本报讯 6 月 9 日上午，
玉城商会组织会员来到潘心
元烈士墓，开展“寻学党
史 缅怀先烈”活动。
在潘心元烈士墓前，会
员们了解了潘心元烈士短暂
却灿烂的一生，更为潘心元
烈士对革命至死不渝的初心
而备感震撼。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会员们纷纷表示，要以革命
先烈和先辈为榜样，继承和
发扬优良传统，学习他们至
忠至诚的坚定信念、无私无
畏的坚贞品德、愈苦愈奋的
坚韧精神、不胜不休的坚毅
追求，对照高质量发展要
求，为玉环经济发展增添新
动力。
（王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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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五彩绳，等到端午节第一场
雨后再摘下，这象征远离邪恶、
烦恼、疾病和忧愁。而端午节送
蛋、挂蛋兜等习俗，在我国已延
续两千多年了，玉环有些群众还
会坚持传承。”甘宝凌说道。
从小喜欢民俗文化的甘宝凌，

17 岁开始接触汉服，近几年深入学
习汉服背后的中华传统文化。因
此，对于她而言，汉服和传统民俗
已不仅是“小时候的记忆”，更是骨
子里的热爱。
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但传统
文化对于现代人依然有其独特的价

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一无二的
理念、智慧、气度、神韵是涵养文
化自信的源泉。“通过直播的方式，
我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民
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我的初
心。
”甘宝凌说道。
（王敬 沈思维/文 吴晓红/摄）

以“六个一”传承红色基因

16:30生活视觉18

17:00玉见
近日，农行市支行组织全体党员赴台州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中国诗歌之岛——大鹿岛，通过“一学一观一卡片 17:30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一讲一唱一重温”等六方面开展“六个一”主题党日活动， 17:31动画片
回顾党的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
张轩豪 摄
天天成长记第一季 7-8
18:00 阳光少年12
18:30悦系列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

即使没有发生事故，也可能构成犯罪

播》
19:30玉环新闻
19:55玉环话散

玉环张氏机床附件商行危险作业罪情况通报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 （十一）》 解读新闻发布会举行
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举行玉
环张氏机床附件商行危险作业罪情
况通报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 （十一）》 解读新闻发布会。
今年 3 月 23 日，市应急管理局
联合玉城街道应急办对位于西青岭
村新民小区的玉环张氏机床附件商
行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商行经
营场所内存放稀释剂 1005 公斤、香
蕉水 680 公斤，其注册地址玉城街道
外马村敦煌北路 9 号处的一楼仓库内
也 存 放 有 油 漆 3620 公 斤 、 香 蕉 水
1045 公斤、固化剂 330 公斤，两地周
围均为居民区。
经现场询问核查，上述油漆、
稀释剂等均为玉环张氏机床附件商
行所有，其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且该仓库和经营场所均不
具备存放危化品的安全条件。执法
人员当即依法开具了 《现场处理措
施决定书》，责令该单位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 （十一）》 规定，该案可
能涉嫌刑事犯罪，3 月 31 日，市应急
管理局将此案移送市公安局。上
周，该案已移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
一）》 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其
中，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或者明知
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仍冒险
组织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

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
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
一直以来，安全生产是公司企
业生产经营的重中之重，一旦发生
安全事故，不仅会造成人员伤亡和
重大财产损失，企业相关责任人员
有可能因此构成犯罪并承担刑事责
任。但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发生了
重大事故的才会构成该罪，而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十
一） 》 的 出 台 ， 即 使 没 有 发 生 事
故，也有可能构成犯罪。
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曾志斌介绍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 （十一）》 第一百三十
四条新增了三类现实危险犯罪，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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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破坏关系生产安全设备设施和
篡改、隐瞒、销毁数据信息的犯
罪；拒不整改重大事故隐患犯罪 ；
擅自从事高危生产作业活动的犯
罪。即使无人员伤亡也算犯罪。
”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
后果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六条规定，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
者重伤三人以上的；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其他造成严
重后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形
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
或者“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对相关责任人员，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
规定的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
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 ，
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 ；
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
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
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和对安全
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
国家规定负有直接责任的生产经营
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
人、投资人，以及其他对安全生产
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负有管理、
维护职责的人员都可能涉及生产安
全犯罪。”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
办公室主任王松义说。
（林怡彤 沈思维 罗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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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市委老干部局联合相关单 22:00玉见
位在大麦屿街道古顺村举办“永远跟党走，共圆小康梦”文
22:20海湾影院
艺汇演。
合唱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走在大路上》、舞蹈 《红 捉妖记2
色娘子军》、情景剧 《永远的丰碑》 以及红歌联唱等节目，
激发了在场群众强烈的爱国情怀，赢得了阵阵掌声和喝彩
社会生活频道
声。
吴陈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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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划分有疑问，教育部门来解答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咨询：玉城街道北山
村小学和初中学校的具体划分。
市教育局回复：根据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城区义务教
育阶段学龄儿童、少年凭户口簿和不动产证 （房产证） 按就
近原则入学。玉城街道北山村学区，小学在城关中心小学，
初中在城关一中。更多具体划分事项，可关注“玉环微教
育”微信公众号了解。

下水道散发臭味，找源头及时清理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楚门镇中大街
9 号门口的下水道长时间无人清理，散发臭味，影响周边居
民生活，建议职能部门及时安排清理。
楚门镇政府回复：接到投诉我镇立即联系工作人员前往
现场了解情况，经调查该处为餐饮店隔油池未清理，现已通
知该餐饮店与运维公司签订运维协议，保障定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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