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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王佳丽

商家：生意不太好做，小朋友玩
的烟花卖得更好

“今年春节生意不好，进了 3万元的货，还
没有卖完。”三门桂凤卷烟店老板娘说。在她的
店门口，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烟花爆竹，最大的半
米高，售价680元。

这位老板娘做了25年的烟花爆竹生意，主
要销售传统的大型烟花爆竹。对于今年的生意
不好，她分析原因：“一方面是拿到资格证才能
销售，我从腊月廿八开始卖，时间上晚了，大家
都买好了。另一方面，可能受疫情影响，大家这
一年收入少了，买大型烟花的也少了。”

如她所说，今年，各县（市、区）对烟花爆竹
销售进行了严格审核和点量控制。烟花爆竹销
售店家，需要申请临时销售点许可。如黄岩区设
置了25个“户外帐篷”式的临时销售点，玉环市
的烟花爆竹销售点为52个。

椒江的谢老板取到了销售资格。不过，他被

告知，他的烟花爆竹销售点只有在除夕、正月初
一和十五这3天可以对外销售烟花爆竹。

“现在，烟花燃放管控严，仓储成本增加，生
意不太好做了。”谢老板说，“相比大型烟花，今
年卖得更好的是小朋友玩的‘仙女棒’‘小蜜蜂’
等烟花。”

近年来，我市严管严控燃放烟花爆竹取得
了显著成效，许多市民都放弃了噪音更大、污染
更严重的大型烟花爆竹，选择购买小巧多样、更
适合小孩子玩的烟花，用以点缀节日气氛。

临海一家烟花店的黄老板也想抓住这一波
商机。这几年，对烟花爆竹管控严，生意不好做，
黄老板店内的主营业务也已变成销售喜糖。不
过春节期间，黄老板还是摆放了不少烟花爆竹
来销售。“小朋友来买的话，一般买摔炮的比较
多。现在针对小朋友的鞭炮花样很多，十几元到
几十元不等。我摆着的这些只是小打小闹，卖不
了多少钱。”黄老板说，“今年春节，我自己家都
没有放鞭炮。”

市民：过年烟花不能少，安全意
识更不能少

住在临海乡下的蒋丹丹，腊月里就带着孩
子玩烟花。“过年这几天，我和邻居都没有放大
烟花。那种礼花烟花放起来太吵，落一地的火药
灰、纸屑，打扫起来太麻烦。”腊月廿五，蒋丹丹
和朋友花 600 元购买了手执棒、“牛气冲天”
等烟花，相约春节期间在当地老年活动中心
的空地上放，过把瘾，“一年也就玩一次，说是
陪小朋友玩，其实玩得最嗨的，还是我们这帮
大人”。

而对于许多小年轻来说，烟花也是过年的
“仪式感”之一。大学生小刘就和朋友约了在大
年三十的晚上结伴放烟花，而她的男朋友因为

疫情原因无法出国，今年过年放了八九百元的
烟花，弥补了去年春节在外留学无法燃放烟花
的遗憾。

不过烟花虽美，鞭炮虽小，引发的伤害却不
小。尤其是近年来逐渐火爆的各类冷光烟花、喷
花类、摩擦炮类烟花，导致的安全事故层出不
穷。

放寒假在家的王小越，不仅晚上经常被爆
竹声吵得睡不着觉，白天还要被附近的“熊孩
子”放炮仗所扰，“每天我准备午睡，楼下就开始
玩炮仗了。”王小越忍不住吐槽，“这群孩子最小
的六七岁，最大的 13岁。他们每天放鞭炮也就
算了，还喜欢追逐打闹，互相扔炮仗，要是哪天
炸伤了才知道后悔。”说起有次路过差点被误伤
的经历，王小越显得有些气愤。更气的是王小越
和孩子的家长反映后，几位家长依旧放任自家
孩子放炮仗。

家长的安全意识缺失，放任孩子单独燃放
烟花爆竹，是导致很多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因
此要加强孩子的安全意识，首先要提升家长的

“心理警戒线”，加大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督。
温岭市民颜女士家有两个小孩，大的 10

岁，小的4岁。颜女士今年在孩子的烟花消费上
花了 400多元钱，在玩一款名叫“月旅行”的鞭
炮差点蹿进邻居窗户后，颜女士遂放弃在狭小
的小区通道中放烟花，只允许孩子玩相对安全
的“小金鱼”“仙女棒”和摔炮。

“春联、烟花、红包、新衣，是小孩子的过年
‘四件套’，让孩子放烟花，也是增加过年的仪式
感。”颜女士说，“不过放烟花对于我们家的小
朋友来说，还是太过危险。最近我看到好几起
小孩子放鞭炮炸井盖的新闻，除了我们家长要
在孩子玩耍时陪同，也希望学校能多多教育，可
以将‘燃放烟花安全知识’加到寒假消防安全试
卷中来。”

放烟花，还是过年的仪式感吗？

本报记者颜敏丹

春节假期结束后，陆续开工、开学。
据最新统计，全国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已

清零。不过，“战疫”仍未结束，防护还要继续。
开学在即，市疾控中心提醒大家，冬春

交替气温多变，各种传染病高发，家长尤其
要注意，使孩子远离传染病。

复工后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1.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春节期间如有出省旅游或探亲等活动，

请继续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如有发烧等症
状，请及时就医。

2.通勤路上保持距离
乘坐公共交通时，与他人保持距离，并全

程佩戴口罩。建议选择绿色出行，环保又健康。
3.做好办公空间防护
与同事之间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多

通风。保持办公环境的清洁卫生。
4.尽量减少员工聚集
提倡视频会议。不开展集中培训。减少

外地出差。
5.调整作息回归状态
尽快调整生物钟，适应正常工作节奏。

健康饮食，适度运动，保持良好状态。

开学季，家长该怎么办？

1.返校前按要求如实做好健康管理工
作，为孩子持续填报近 14天的身体健康状
况以及外出旅居史。如返校前 14天有中高

风险地区旅居史，应严格遵守防疫要求，配
合学校做好相关健康管理工作。

2.每天上学前观察孩子健康状况，如孩
子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应及时就医，主动
在家休息，不带病上学，并及时向学校报告，
不隐瞒、谎报病情。

3.掌握一定的传染病常识，在传染病高
发期积极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提醒孩子做
好个人防护，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喝开水、吃
熟食、勤洗手，避免用手接触眼、口、鼻等部
位。加强体育锻炼，提高免疫力。

4.孩子请假期间，要定时向学校汇报健康
情况，照顾好孩子的起居饮食，促其早日康复。

5.孩子病愈复课(特别是患传染性疾病)
前，要到社区卫生服务及以上医疗机构开具
已过传染期或已愈的证明，持证明返校。

6.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预
防措施之一。家长应积极主动带孩子足次足
剂接种疫苗。若孩子体质较差或疫情流行时，
应酌情考虑为其接种水痘、流感等自费疫苗。

开工开学，这份防护宝典请查收

本报讯（记者诸葛晨晨 通讯员
苏丹丹文/摄） 2 月 21 日 下 午 ，由
台 州 市 白 云 小 学 主 办 的“ 邂 逅·
重逢——栖云书社第九期读书分享
会”在椒江举行。

此次活动效仿古代文人雅集形
式，设置了茶艺、花艺和书法等环
节。读书会当天推荐的好书为《苏东
坡传》《为生命找到意义：第二座山》
两部经典著作，还邀请了椒江区教
育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黄吉鸿、台
州市教育局教育教学研究院书法教
研员郑士龙、小生活读书会创始人
小荞等多位专家，与近 60位教师和

学生家长代表交流阅读心得，现场
氛围融洽。

“让各行各业从业者分享阅读
见解，壮大阅读阵营的同时，也为活
动保持常态化注入活力，进一步推
进社会阅读氛围的营造。”栖云书社
发起人、白云小学校长潘奕介绍，该
书社成立于 2019年 11月，旨在建设
开放、协同、创新的学习型社会。书
社成立以来，已推出九期共读活动，
涉及学科主题活动阅读、亲子协作
阅读、场景式阅读等。截至目前，该
书社成员线上线下参加共读活动达
3000人次。

白云小学栖云书社
举办第九期读书分享会

读书分享会现场读书分享会现场。。

本报通讯员周余丽 孔万泽

2月 9日晚，位于始丰溪南岸（二桥至三桥
段）投射出的五彩斑斓灯光，吸引不少市民驻足
观看。这一场视觉盛宴，是椒江治理工程天台始
丰溪段项目通过动态、科技、炫彩的声光电，为
市民送上的新春祝福。

椒江治理工程天台始丰溪段项目，是省重
点项目、省“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该项目为
天台水利项目建设史上投资规模最大，争取上
级补助资金最多的水利项目。

去年10月20日，该项目代表浙江省接受水
利部水利建设质量考核，在全国 32个省、市中
获得第 3名。目前，城区A段已初步建成，对外
开放，显现出“百里和合唐诗廊”的美景，成为市
民休闲娱乐的又一处打卡地。

三管齐下啃下硬骨头

去年初，疫情突如其来，给本就工期紧张的
工程带来了不小压力。为保建设、保工期、保质
量，项目部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云
会议”与规划设计单位探讨协调合同签订、地质
勘查、施工图设计等事项；另一方面与建设施工
单位多次踏勘，与住建局、乡镇街道反复上门排
摸，充分掌握补偿的标准、金额等。

该工程治理对象包括始丰溪、三茅溪等在
内的5条支流，治理总长度达58.334千米，政策
处理涉及 3个街道、5个乡镇、数十家单位。同
时，由于线状的工程特点，导致项目政策处理方
面分布广、影响面大，且历史遗留问题多，相关
征收和补偿政策依据缺乏，给政策处理带来巨
大挑战。该项目部创新管理办法，领导挂帅、一
线办公、分类施策三管齐下，找准问题的症结与
对策，形成了攻坚合力。

位于始丰溪南岸（二桥至三桥段）河道内地
块，长约 100米，宽约 6米，为集体建设用地。长
久以来，一直被村民拿来种菜。虽然属于红线范
围内应征收地块，村民们对工程建设及政策仍
抱着不理解态度。刚开始，政策处理小组不断与
当地村委会沟通，磨破了嘴皮子，跑断了腿，还
是没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那段时间，小组成员把项目工地变为攻坚
场。晚上延休，周末无休，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为村委会送上政策“明白纸”，多说暖心“体己
话”，争取最高补偿金，上门服务 3个星期后，
终于赢得了村民们的大力支持。始丰溪南岸
（二桥至三桥段）工程政策处理难点地块基本
清零，有力地保障了项目用地，使项目得以加
速快跑。

截至目前，天台始丰溪段项目已完成征地
23134平方米，修建路基 2000米，划拨资金 500
万元的政策处理任务。

三个月完成全年任务

天台始丰溪段项目施工内容多，主要包括
堤防的新建、加固与整固，闸坝的新建、重建与
加固，山洪沟治理，亮化绿化景观，文化植入等，
各工种间的配合难度高。特别是去年 7月进入
主汛期后，施工难度进一步递增。

为了攻坚克难，项目部主动出击，成立现场
指挥部，实行挂图作战，把每一个节点作为每一
场硬仗，环环紧扣，层层落实。由于项目的特殊
性，进入主汛期后，无法进行大范围施工。项目
部组织施工机械、人员有序进场，平整土地，搭
建分工区项目部，做好河道拓宽、清淤、截污、蓄
水及管线迁移改造等前期工作。

项目进入建设期后，项目部采取分组分片
巡查模式，对不符合工程建设规范的，要求立行
立改，并建立抽查整改统一台账，跟踪检查，确
保项目工地天天有人盯，时时有进度。

15天完成整体亮化工程；15天铺埋管线 6
万余米；30天建成长1.2千米的道路；35天完成
6万余平方米植被种植……截至去年底，该项
目仅用 3个月的建设时间，完成了全年 5.21亿
元的总投资任务，交出了一张天台水利项目建
设史上闪耀的成绩单。

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天台水利人精打细
算抢进度，严字当头保质量，快马加鞭出速度的
最好写照。

——天台水利部门高质量推进椒江治理工程天台始丰溪段项目建设

数据里读出“加速度”

本报讯（通讯员王 嘉）“亲爱的妈
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
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
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
红旗飘扬在祖国蓝天！”2月19日，临海
市人民法院7楼党建会议室，第一支部
党支部书记鲍金君手捧《红色家书》，正
饱含深情地朗诵着这篇夏明翰于 1928
年 3月写给母亲陈云凤的书信。随后，
支部其他党员分别就该书信中的人物、
故事、情感畅谈心得体会。

为响应中共中央开展中共党史学
习教育决定的号召，临海法院迅速部
署，于 2月 2日即以机关党委 2021年 1
号文件，出台了《“重读红色家书、献礼
10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方案》，并于 2
月8日启动该主题活动。

据了解，该系列活动共分 4 个阶
段，第一阶段即在2月至5月期间，开展

“重读红色家书、献礼100周年”主题党
日。各党支部每月指定一名支部党员选
取一封红色家书进行诵读，支部其他党
员紧扣“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时代
要求，对红色家书进行品读。第二阶段
即在 3月至 6月期间，各支部书记围绕
红色家书，上党史专题党课。第三阶段
即在 5月至 6月期间，通过法院官方微
信、抖音等平台，开展红色家书读书视
频展播。第四阶段即在 7 月 1 日建党
100周年前夕，举行“重读红色家书、献
礼100周年”演讲比赛。

临海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金
振富说，党员干警通过学家书、诵家书、
议家书、悟家书，加深对中共党史的了
解，从中体会革命道路的曲折和胜利的
来之不易，感受革命先烈崇高的精神境
界，争当有信仰、有担当、有气节、有情
怀的司法好干警。

临海法院
开展“重读红色家书”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颜敏丹

前几天，19 岁女孩佳佳在妈妈的
陪伴下，来到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就诊。

“医生，我这脸突然变成这样，是过敏了
还是长什么东西了？会不会毁容？”佳佳
焦急地说。

医生王渟一看，佳佳的脸上出现红
斑，还长了好些痘痘，上面明显带着脓
头，嘴唇周边较多。随后，医生诊断佳
佳得了敏感性肌肤合并痤疮的一种皮
肤病。

“医生，什么是痤疮？什么原因导致
的？”“你开的药含有激素吗？我的脸能
治好吗？好了以后会不会留疤痕？”佳佳
蛮紧张，问了很多问题。

对于佳佳的疑问，王渟耐心地解答。
“痤疮也称青春痘，它是一种毛囊

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表现为面
部的粉刺、丘疹、脓疱、结节等多形性皮
损，好发于青少年。“

“你刚才说到，过年这段时间，两三
天吃一顿火锅，晚上出去吃烧烤，还熬
夜，应该是吃火锅吃多了，加上不良的
作息时间，让你长痘痘。”

“为了不留痘坑，就要尽早治疗。一
般擦药两天后逐渐消退，一周后差不多
就会好。此外，注意每日一到两次温水
洗脸，清洁皮肤，忌用手挤压或搔抓皮
损。”

王渟提醒，冬春交替季节容易得皮
肤瘙痒之类的皮肤病，一旦出现类似疾
病，要找正规的医院就诊。建议平时养
成良好的作息、饮食习惯，多喝水，多吃
新鲜蔬菜水果，少吃或不吃辛辣等刺激
性食物。

吃火锅，吃出了“青春痘”

本报讯（通讯员夏天天 戴呈浩）“这个坏了
的遥控器、复印纸和食品包装袋各是什么垃
圾？”“分别是可回收物、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
2月 7日晚，在天台县泳溪乡三楼会议室，乡党
委书记杨勇正向泳溪湖村党支部书记胡余浪进
行垃圾分类“考试”提问。

泳溪乡政府每月会例行举办垃圾分类培训

会，针对机关单位、村庄、家庭不同的分类方法，
培训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乡党委书记杨勇多次
自担讲师，指导村庄垃圾分类工作。当天是年前
最后一次垃圾分类培训会，乡里采取“期末考
试”的形式，对各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年终测
验，最终，各村成绩均让“考官”满意。截至目前，
泳溪乡政府机关内部日常垃圾分类已常态化，

各办公室人员对垃圾分类内容知晓率达100%。
“泳溪乡有 10余名垃圾分类督导员，他们

也是各村驻村干部，在下村工作时指导和督查
村民开展垃圾分类。同时，泳溪乡分类办将把村
内垃圾分类准确率、村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村
民对督导员评价作为考核标准，评选年度优秀
督导员。”泳溪乡副乡长郑剑辉说。

泳溪：干部接受垃圾分类“期末考”

近日，浙江天雁控股有限公司组织外来务工人员，赴中国柑橘博览园景区观光
赏景。

为配合防疫工作，天雁控股开展了为外来务工人员“送旅游，送文化”等暖心活
动，还举行了文艺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全力以赴打造温馨祥和的过节氛围。

本报记者陈伟华摄

送旅游送旅游 送文化送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