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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漩门大坝

我屿有礼 文明有你
本报讯 刘园社区公园
内，可爱的“嗨小麦”伴着
“我屿有礼·文明有你”的文
字标识，鲜活生动的形象吸
引无数群众驻足合影……这
正是大麦屿首个有礼地标，
也是“浙江有礼·玉见浙
礼”在大麦屿的积极实践。
走进大麦屿街道，浓浓
的“有礼”氛围扑面而来。
在 街 道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 有
礼”窗口的标识随处可见，
各窗口工作人员用语礼貌、
服务热情，谦恭有礼的引导
群众办理相关业务，耐心接
受群众咨询。“工作人员礼貌
又热情地解答我们的问题，
感觉蛮舒心的。”正在办理业
务的蒋先生称赞道。
据悉，不仅是便民服务
中心，在街道邮政、银行、
供电、移动、电信等窗口单
位均设立了“有礼窗口”， 街
道专门组织了针对窗口工作
人员的文明礼仪知识培训，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了服务水
平的完善和提升，让城市
“窗口”绽放出文明服务之
花。
“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

各界人士到场见证撤坝历史时刻

9 月 22 日，玉环。
月环桥旁，漩门大坝。数十米
长的展板，摆在两侧，上面记录着
漩门大坝的前世今生。
挖掘机有力挥臂，坝面局部脱
落，碎石落入湖中，泛起了涟漪。
75 岁的凤凰村村民梁金法站在
坝边，手拿一张泛黄旧照，心中思
绪万千：“这是当年大坝通车的盛
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我在现
场，现在撤坝建桥，我也在场，很
荣幸，成为两个时代的见证者。
”
除了梁金法，当天上午，一期
大坝设计、建设人员、大坝沿线村
干部、村民、“两代表一委员”等
200 多位嘉宾纷纷到场，向漩门大
坝致敬、道别。
“我开‘玉环-楚门’公交车已
有 10 多年了，漩门大坝是我每天的
必经之路，虽然大坝不是很宽，却
是连接漩门两岸的关键要道。得知
今早撤坝，特地从玉环赶来见证一
下。
”公交车司机潘教智说道。
附近居民李芳芳的餐饮店就是
以大坝命名的，开了 42 年，她说，
“大坝在我心里已是一个标志性的
位置，大坝的建成，为我带来了不
少客流，希望撤坝后玉环的发展越
来越好。
”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座
坝有一座坝的担当。
漩门大坝长 145 米、宽 12 米、
高 40 多米，于 1977 年 10 月 1 日正
式通车，为玉环人民服务了 45 年。
如今，它已圆满完成了最初的战略
目标，光荣退役。
“撤坝建桥，是回归自然，是
市委、市政府的高明之举，它将让

本报讯 “让我找找看，这个
是我，当时参与建设了漩门大
坝。”昨天上午，在漩门大坝的拆
除现场，林兴国和儿子站在漩门记
忆照片墙前，向儿子讲述了自己参
建漩门大坝的那段历史。
今年 68 岁的林兴国，参与了漩
门大坝建设时期的水利测量。回忆
起填海筑坝的那段艰苦岁月，林兴
国感触颇多。
“以前没有机器，我们就一车
一车运石子倒下去。”当年 100 多米
宽狭窄的喇叭式口门中，潮汐湍流
形成的大片漩涡，使附近海域险象
丛生。填海筑坝，是靠人力，一点
一点测量，一车一车填起来的。

9月2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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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红 摄

漩门湾变得更加壮观，美丽。”市
人大代表王汉喜难掩心中的喜悦，
笑 着 说 ：“ 希 望 拆 除 工 程 一 切 顺
利，希望漩门港早日重现碧波荡漾
的美景。
”
市政协委员陈素萍坦言，撤坝
建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功成身
退，是大坝最好的归宿。“如今，
月环桥已经通车一年多，不仅成为

玉环到楚门的交通要道，还成为市
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它将接替漩
门大坝，继续见证玉环花园式港口
城市的美丽蝶变。
”
“45 年 前 ， 玉 环 人 民 填 海 筑
坝，是为未来发展谋空间；45 年
后，玉环人民撤坝建桥，是为践行
‘两山’理念。从‘筑大坝’到
‘撤大坝’，折射出新时代玉环推动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迈进全力打造
‘一极三城’、建设‘四个玉环’的
新征程。”副市长奚圣懂表示，通
过拆除大坝，漩门湾与乐清湾将重
新联通，有助于修复改善湾区水环
境。届时，玉环将更注重河湖生态
保护修复，通过培育水生植物、建
立健康的水生态系统等举措，还自
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张莺莺

通啦！228 国道清港连接线

9 月 22 日 注 定 是 个 纪 念 的 日
子，在经历了近 3 年的建设，备受
关注的 228 国道清港连接线正式通
车。上午 9 时许，在现场，多名工
作人员拉起警戒线，维护秩序，不
少市民早早就来等候，共同见证通
车这喜人的时刻。
“我 8 时 30 分就过来了，前两
天听说这条路要通车，今天就来看
看。”市民蒋先生家住清港镇芳斗
村，当天一早他就拉着好友来到通
车现场，过程中不断用手机拍照记
录。

则心泰”。培训会上，志愿者
老师强调了现代文明礼仪的
重要性，指出文明礼仪不仅
是礼数、礼节，更是个人、
民族、国家文明的象征，并
概括分析了现代文明礼仪的
涵义、核心内容、主要作
用。同时结合“浙风十礼”，
从大量的生活实际出发，阐
述了基本礼仪规范、言语礼
仪、行为礼仪等，让每个窗
口工作人员都获益匪浅。
此外，街道还在文体中
心内设置了“有礼讲堂”。由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定期
授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
如何守礼、尊礼、行礼、传
礼讲得生动，旨在普及现代
文明礼仪规范，弘扬优秀传
统礼仪礼俗，赢得了周边群
众的一致好评。
下阶段，大麦屿将立足
自身特色有礼品牌，紧紧围
绕 “ 八 个 一 ”， 创 新 内 容 方
式，全面奏响“浙江有礼”
在大麦屿的生动乐章，让文
明有礼在辖区蔚然成风，形
成人人学礼、全域文明的浓
厚氛围。
（茹冠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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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清港镇礁西村的党总支委
员王荣华也一早来到现场，他告诉
记者，这几天听说通车的消息，村
里的乡亲都很激动，以前礁西村到
玉环城区、温岭等地都需要较长时
间，该连接线的通车为老百姓出行
带来了极大便利。
现场，等待通行的车辆早已排
起了长龙。10 时 40 分，该路段正
式面向社会开放车辆通行，数十辆
车迫不及待一涌而出，感受宽敞道
路带来的驾乘体验。
据了解，228 国道清港连接线

起点清港镇礁西村，途经王家、下
凡、凡海等 10 个行政村，终点苔山
塘互通与 228 国道相接，路线全长
约 7.3 公里。全线共设桥梁 11 座，
隧道 1 座，互通 1 处。该项目也是
玉环交通规划大环岛公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连接 226 省道、县道下
小线和新漩线、228 国道四条纵向
对外重要通道。
“G228 清港连接线工程是我市
交通‘十三五’规划五纵五连一环
岛中的第一连，在港北区域形成了
‘四纵一横’的干线路网格局。项

目的建设，对于完善我市公路网布
局，缓解港北区域交通拥堵，提升
干线公路服务水平，助推美丽乡村
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促进沿线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总
工程师林定保表示，上个五年，交
通部门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出行不
畅、交通拥堵等热点民生问题，下
个五年，交通部门将持续发力，精
准施策，扎实推进交通民生实事项
目，畅通城市大动脉。
吕琼雅

父子两代大坝情
“你看，这个笔记本是我当时
筑坝，拿了‘先进工作者’，组织
奖励给我的。”林兴国自豪地向记
者展示了他的笔记本。
通过几年的辛苦建设，1977 年
5 月 23 日，漩门大坝终于合龙。就
在那一天，林兴国的儿子出生了。
为了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他和
家里商量，给孩子取名叫“合龙”。
“我叫合龙，大家都知道我是
在大坝合龙的那一天出生的。有些
人不知道大坝几年了，就问我几
岁。”这 45 年来，林合龙也一直和
大坝共同成长。
林合龙告诉记者，他稍微记事
时就经常和父亲一起待在大坝旁边

的指挥部，“我是看着漩门大坝边
上的配套设施一点一点建设起来，
我见证了大坝的变化也见证了 45 年
玉环的发展。
”林合龙说。
“来来来，我们当初一起堵坝
的人合个照。”在撤坝仪式现场，
林兴国还碰到了几个老同事，招呼
着一起合影留念，“这几个老伙伴
都参与了大坝的建设，现在大坝要
拆除了，我们也留个纪念。
”
“今天撤坝挺热闹的，当年大
坝建好的时候更热闹。十里八乡的
人都赶到这里，整条路上都是人和
车，大家都等着大坝通车，玉环不
再是一个岛了。”如今撤坝，林兴
国心里虽然不舍，但是看着日益发

展的玉环，心里也是说不出的高
兴。
从漩门大坝建设完工后，林兴
国又先后参与了漩门二期、三期大
坝和高速公路建设。现在，早已退
休的他又被返聘，积极投身于玉环
高铁项目的建设。这几十年来，林
兴国一步一个脚印，亲历着玉环交
通的蓬勃发展。
“45 年前，我们这代人建设好
玉环的交通，让更多的人走出了玉
环。45 年后的现在，我们也希望下
一代的人，能为玉环发展做出贡
献。”林兴国表示，希望能有一代
又一代的青年，一起将玉环建设的
更加美好。
（陈倩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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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社联动助力老旧小区改造

19:00转播中央台《新闻联
播》
19:30玉环新闻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住
建局建立“专班+社工”联动
工作机制，聚焦共商共建共
管，引导居民全面参与老旧
小区改造，努力推动基层长
效治理能力提升。
近日，坎门街道海港社
区书香苑小区 （海港小区一
区块） 召开第一届业主代表
大会，选举首届业委会。随
后，市住建局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专班联合社区、天宜召
开第一次业主委员会会议，
着重围绕老旧小区“一老一
小”场景、绿化提升、立面
改造以及工程推进中遇到的

困难等开展交流对接，集思
广益，凝聚共识，力争民意
最大化、改造最优化，进一
步增强居民群众的认同感和
满意度。
据了解，该小区此前无
物业管理，也未成立业委
会。为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后
续日常维护管理，进一步提
升小区社会治理能力，市住
建局联合天宜积极参与业委
会筹备，调动居民参与老旧
小区改造的主动性，共同协
商议事，集群智汇众力，共
同缔造美好宜居家园。
（罗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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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宣传“质量月”
本报讯 今年 9 月是全国
第 45 个“质量月”，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质量管
理知识培训、陈屿中心小学
及浙江海昌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质量月”主题宣传等一
系列活动，进一步弘扬城市
质量精神。
此次质量管理培训包括
首席质量官和卓越绩效两大
内容，采取了线上培训的模
式，针对性准，实用性强，
共有 150 多名企业管理人员参

加。
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播放
宣传短片、发放宣传资料、
宣传展板展示、接受群众咨
询等形式，向在校师生、企
业员工介绍质量工作情况，
普及产品质量、特种设备、
食品药品、文具玩具等安全
知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受到群众广泛欢迎。现场发
放宣传资料 800 余份，接受群
众咨询 150 余人次。
（戴星）

07:02玉见
07:30像我们这样奋斗30
08:15像我们这样奋斗31
09:00玉环新闻
09:25玉环话散
09:50像我们这样奋斗32
10:40像我们这样奋斗33
11:30全民运动汇
12:00玉见
12:20玉环新闻
12:46玉环话散
13:15守护人21
14:15守护人22
15:15守护人23
16:15守护人24
17:00达达剧场

（上接第 1 版）
发布会上，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浙江日报等中
央、省、市级媒体记者聚
焦玉环，围绕玉环如何
“加快建设花园式港口城
市”“实现稳进提质、推动
新旧动能转换”“打造‘开
放玉环’，激发区域发展活

17:30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力”“推进共同富裕先行”
等问题提问，周阳、杜年
胜一一作答，全面介绍了
玉环这十年在习近平总书
记关心关怀下的发展成
果，以及在奋进“两个先
行”中加快建设花园式港
口城市，全力打造“一极
三城”、建设“四个玉环”
的思路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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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门中心渔港

涨潮 01 点 21 分，13 点 30 分
落潮 07 点 16 分，19 点 51 分

大麦屿港

涨潮 01 点 38 分，13 点 49 分
落潮 07 点 28 分，20 点 08 分

大鹿岛景区

涨潮 01 点 08 分，13 点 34 分
落潮 07 点 04 分，19 点 34 分

沿海各海区

玉环东部沿海海浪 1.1 米
水温 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