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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戴海红）春节假期过后，不少留
守儿童的父母就踏上了外出务工的旅程。为了让留
守儿童感受元宵节的快乐和温暖，同时增强自身的
安全防范意识，2月22日，天台县三合镇综治办联合
镇妇联、镇司法所、镇禁毒办走进朗树前村，组织开
展“浓情法意 喜迎元宵”暨关爱留守儿童主题节庆
活动。

活动开始前，工作人员给小朋友们播放了精
心制作的“平安·法治”动画视频，倡导孩子们养成
遵纪守法的良好品德。看完动画视频后，便开始游
园猜法治灯谜，由妇女志愿者和网格员志愿者担
任留守儿童们的“临时爸妈”，带领孩子参加猜灯
谜活动。

活动现场悬挂了80多个红灯笼，灯谜挂在灯笼
下，显得格外喜庆。孩子们在挂有灯谜的灯笼下穿
梭，你一言我一语跃跃欲试。很快，“灯谜街”的灯谜
便被大家一一猜中，工作人员也与小朋友们频频互
动，结合灯谜内容对平安建设、法律知识、禁毒反邪
知识进行讲解。

“此次活动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元宵佳节猜灯
谜的文化传统，又让孩子们在娱乐中学习了平安防
诈、禁毒反邪和法律知识，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
生活。”三合镇综治办相关负责人说。

三合：牵手留守儿童
情暖元宵佳节

本报讯（通讯员谢佳嫔）2月 22日下午 1时许，
温岭市泽国镇五里泾村的赵某厂房门口发生火灾，
火灾源头是厂房门口堆放的一批鞋料，因为是易燃
物，火势蔓延得很快，所幸着火点在厂房外，未造成
人员伤亡。

民警赶到时，火势基本已被消防队控制住。据
当事村民描述，收拾房间时突然听到外面很多人说
着火了，探出窗外一看黑烟已经起得老高，邻村的
朋友看到还发微信来问。

为查明起火原因，民警迅速向火灾点周边村民
询问情况，最终得知一条关键线索，不少群众称曾
在事发前看到几个小朋友在路边玩鞭炮。经多方调
查，民警找到了其中一位参与燃放鞭炮的男孩文文
（化名）。

据了解，火灾当天，文文和他的三个小伙伴觉
得无聊，就商量着去路边捡一些还没爆炸的小鞭炮
放着玩，期间为寻刺激，他们把鞭炮塞到了一捆一
捆卷好的鞋料空隙里。随着鞭炮爆炸，鞋料立马燃
起火苗，他们不以为意，用嘴吹灭小火苗后，就又跑
去别的地方继续找鞭炮玩，后来闻到烟味，看到大
人们在灭火，才意识到做错了事。

目前，民警正在联系其余三位男孩及其家属，
准备协商赔偿事宜，并开展警示教育工作。

用鞭炮点燃鞋料
“熊孩子”惹祸了

春节期间，天台县开展“送温暖留心、强政策留
岗、稳生产留工、优服务留人”专项行动，鼓励引导
在台外地员工安心就地过年。图为新春开工第一
天，天台县坦头镇党员干部赴企业开展新天台人

“送健康、送关怀”活动。
本报通讯员夏积通 施优媛摄

开工首日送关怀开工首日送关怀
本报记者周子凝

“这幅画画得真好啊！”“这个作者真有
想象力！”……近日，280位温岭市民来到泽
国嘉凯城时光巨幕影城参与一场“为爱发
声”的公益活动，现场参观了自闭症儿童的
创意作品，并观看了自闭症公益微电影《大
海小雨》。

当日中午，来自温岭天宜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的社工们早早来到活动现场，紧锣
密鼓地准备画展和现场布置。到了下午 1
时，影院的候场大厅已人头攒动。“活动招
募时间就一周左右，没想到有那么多市民
过来参加，我们感到很欣慰。”温岭市优爱
康复训练服务中心校长段小强在现场参与
服务，并与市民就自闭症情况进行交流、分
享。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体征始于儿童早
期，往往会延续一生。一些有此障碍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大量的帮助。他们通过
科学治疗，症状可得到改善。在孩子的康复
过程中，家庭承担着极大的压力，但也发挥
着关键作用。”温岭天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负责人徐琼瑶说，他们希望在孩子们接受

科学康复治疗的同时，能够营造更具关爱、
尊重和包容的社会氛围，让自闭症群体真
正融入社会，将来也能够参与社会活动。

温岭市残联办公室主任季旭玮表
示，2019 年 9 月至今，从接触自闭症家庭
到申请“以融促近”自闭儿社区自主生活
能力发展项目，期间，温岭市残联积极联
合温岭第一人民医院、温岭市优爱康复
训练服务中心、温岭天宜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为自闭儿及其家庭组织开展服务
活动。

“该项目主要服务于温岭范围内的自
闭儿家庭，通过社区自助生活能力锻炼活
动和户外活动来提高孩子居家生活、社区
生活和社交能力，并通过开展家长讲座和

分享会来提升家庭康复意识。同时，还建立
志愿者、康复治疗师、社工与亲子的互动关
系，让社会理解、尊重并支持自闭儿家庭。”
季旭玮说，接下来，他们将尝试联动更多组
织，提升项目服务范围，倡导大众关心关爱

“星星的孩子”这个群体。
“目前，全市范围内有资质的康复训练

定点机构有 20余家，为自闭症家庭提供相
关康复服务，有需要的家庭可自主选择较
为方便的机构。”台州市残联康复部负责人
介绍，康复训练补助凭借发票发放。一般家
庭一年补助 24000元，困难家庭额外增加
6000元的生活费。同时，他呼吁，社会大众
多参与帮助服务弱势群体活动，为他们的
生活注入正能量。

温岭“以融促近”关爱“星星的孩子”

本报讯（通
讯员王承浩 郭
建宏）近日，玉环
一涉嫌未批先运

建筑垃圾的企业，因冒充市政项目被当场揭穿。玉环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立即成立联合整治小组，以“全域巡查+要
道设卡”结合方式，在漩门湾以北片区（楚门半岛）开展建
筑垃圾“乱倒乱运”专项打击。

1月 23日中午，S226省道（沙门至清港段）桐岭隧道
南出口处，两辆工程清运车边行驶边散落石渣，拖出一条
清晰可见的泥痕。这一切，被巡查至此处的整治小组“全
程收录”。执法人员立即示意车辆驾驶员，并要求提供相
应的垃圾处置核准文件。

面对询问，驾驶员表示，他们运输的沙石、泥土混合物
是沙门镇附近一个市政项目工程需要的材料，但却无法提
供相关核准文件。

经过现场调查，执法人员发现，所谓的“市政项目”是
周边的一家在建民企工地。执法队员对现场负责人进行
了批评教育，责令其尽快将污染路面清理干净，并将案件
移交所属辖区中队进行依法立案处理。

据了解，自今年1月上旬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来，该
局已排查重点问题点位15处，累计立案查处建筑垃圾类
案件近10起，其中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2起，乱倒
建筑垃圾2起。

建筑垃圾
“未批先运”，查！

安全检查迎开学安全检查迎开学

本报讯（记者郑 红）近日，由黄岩区食
品行业商会、黄岩区市场监管局、仙居县市
场监管局、浙江省标准化协会、浙江标协标
准化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承担和起
草的《食品小作坊 5S现场管理指南》台州
市地方标准规范（以下简称“标准”）顺利通
过评审。

据悉，这是全省首个食品小作坊 5S现
场管理工作市级地方标准，将有效弥补《食
品 小 作 坊 通 用 卫 生 规 范》（DB33/3009-

2018）地方标准对于小作坊现场管理的空
白，助力我市食品小作坊实现“小而精、特
而美”的迭代升级。

食品小作坊是当前食品供应的组成部
分之一，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解决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作用，
但由于其多、小、散、乱特点，始终是食品安
全隐患的高发区和监督管理的重点、难点。
据了解，浙江省曾于 2017年发布《浙江省
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
管理规定》，从地方性法规的角度对于“三
小一摊”的监督管理给出了明确的要求和
办法。

为了更好地提升食品小作坊生产
环 境 ，浙 江 省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发 布 了 浙 江 省 食 品 安 全 地 方 标 准《食
品小作坊通用卫生规范》，着重对食品
小 作 坊 生 产 加 工 过 程 中 原 料 采 购 、加
工、包装、贮存和运输等环节的场所、
设 施 、人 员 的 基 本 要 求 和 管 理 准 则 进
行统一规范。

“当前食品小作坊还存在着改善生产
现场环境乱、生产效率低、产品品质不稳定
等问题，阻碍其从‘小散低、脏乱差’到‘小
而精、特而美’方向发展的步伐。”台州市市
场监管局食品生产处处长林莉介绍，标准
则将“5S”概念引入食品小作坊现场管理过
程，即对生产、管理现场各要素所处状态进
行 以 整 理（Seiri）、整 顿（Seiton）、清 扫
（Seiso）、清洁（Seiketsu）和素养（Shitsuke）

为内容的活动，从小作坊生产现场的整洁
化、规范化、标准化入手，通过对人员、设
备、材料、方法等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管理，
实现现场物品定名、定量、定位存放，清除
场内脏污，防止污染发生，从而培养员工形
成制度化、规范化工作习惯，提升人员从业
习惯。

林莉表示，该标准集成了食品小作坊
生产现场、固化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5S现
场管理的优秀实践经验，具有起点低、可持
续、投入小、适用广、效果强、易管理等特
点，推行后将与《食品小作坊通用卫生规
范》地方标准形成互补，有效规范小作坊现
场管理，提升其整体布局、环境卫生、工艺
流程、设施设备。

系全省首个，将推动我市食品小作坊迭代升级

食品小作坊台州地方标准规范通过评审

本报讯（通讯员江文辉文/摄）2 月 23
日，温岭市礁山渔港泊满了回港的渔船，沉
寂 4天后，港区又变得热闹了，这是当地渔
船新年“第一捕”后上岸的首批海鲜。渔船
回港，大量海鲜上岸，当地海鲜价格出现了
小幅回落。

上午 8时许，在港区的一号码头，渔民
们忙着搬运渔获物上车。码头负责人朱正
明介绍，海上有大风浪，从 22日晚上开始，
出海生产的渔船都回港了。

浙岭渔 25898 船回港比较晚，只能泊
于港区中间，上岸渔获物全靠摆渡船运输，
这是一艘刺网类作业渔船，船上的渔获物
主要是小黄鱼。为了不使渔获物在搬运过
程中损坏，渔民把小黄鱼装进了泡沫箱里
运回。

“4天时间总共捕了 180箱左右吧，每
箱是 50斤，今天卖的价格是 350元/箱，总

收入在 6万多元，产量并不算很好，算是一
般般吧！上一趟出海，那是春节前，产量要
比春节后这趟高。”渔民李季林搬运完所有
渔获物后说。

他说，上午 70箱卖完，渔船不在港里
停泊，马上就出海生产去。

渔船回港同时也带旺了水产的交易，
位于松门镇东南工业区的浙江松门水产品
批发市场热闹非凡，市场里人来车往，鱼贩
们围在海鲜摊位前讨价还价。交易达成后，
市场司称人员会马上过来过称、结算，为买
卖双方提供好服务。

市场负责人介绍，当天是春节后市场
交易最兴旺的一天，但由于还处在春节假
期，带鱼、鲳鱼等东海特色海产品需求量比
较大，虽然海产品上岸较多，但并没有出现
价格大幅下跌，等过了元宵节，水产价格会
出现明显回落。

温岭温岭：：““节后第一捕节后第一捕””海鲜上岸海鲜上岸

本报讯（记者颜敏丹 通讯员裘娴静）
许多女士想让自己变得美美的，于是青睐
纹眉、纹眼线、种假睫毛等项目。殊不知，到
街边的小美容店或美甲店种睫毛、纹眼线，
很有可能引发眼部疾病。

春节长假期间，天台的小珍（化名）在
街边的美甲店种睫毛，种的过程中感到辣
眼，止不住想流泪。而给她种睫毛的人员却
说，“稍微忍一下就好了，每个人都这样
的。”

种完后，小珍仍觉得眼睛不舒服，干

涩、畏光，但不适的感觉被种完睫毛的惊艳
效果掩盖，当时就没有过多在意。不料，第
二天一早，她发现眼睛上方长了脓包。

许女士此前也遭遇了类似苦恼。一年前
她在美容院体验了半永久眼线，最近半年，
她总感到眼睛发干、发热、刺痛，有时早晨醒
来，眼睛都睁不开。一开始40多岁的许女士
找不到原因，还以为是更年期提前来了。

小珍和许女士就医后，才知道都是爱
美惹的祸。天台县中医院眼科医师余江说：

“睑板腺发炎，基本就是种睫毛、纹眼线引

发的。”今年2月以来，该科室已经接待了近
50位因为种睫毛、纹眼线引起眼部不适的
患者，症状为干眼、过敏、红肿等，有的患者
经过一番折腾，假睫毛没种上去，真睫毛反
而脱落得所剩无几，眼周也“伤痕累累”。

据了解，靠近睫毛根部内侧白色的区
域，医学上叫睑板腺开口。目前市面上的美
容院、美甲店提供的假体睫毛嫁接，是通过
胶水将人造纤维、动物毛发等假体睫毛粘
附于自体睫毛（睑板腺开口）上，达到增加
睫毛浓度和长度的效果。而纹眼线则是利

用纹刺机器，将色素打入睑板腺开口附近
进行着色，形成长期不褪色的眼线。

“睑板腺开口的作用是分泌透明清亮
的油脂，在泪膜表面形成脂质层，减少泪液
蒸发。在种植假睫毛、纹眼线的过程中，胶
水的刺激和工具的操作，都会导致睑板腺
开口受伤、睑脂质量异常，继而引发干眼、
过敏，睑缘、结膜发炎等症状。”余江说。

医生提醒，追求美的愿望无可厚非，可
是在追求的路上，我们不能因为盲目而

“坑”了自己脆弱敏感的眼睛。

天台中医院眼科2月以来已接待近50位“爱美”患者

种睫毛、纹眼线，很可能让眼睛遭殃

图为渔民在搬运渔获物图为渔民在搬运渔获物。。

本报讯（通讯员林利军）寒假期间，学
生在家上网时间增多，一些同学由于对电
信网络诈骗缺少辨别，便会轻易上当。1
月1日至2月16日，三门县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共立案 70起，涉及学生的诈骗案件
13起，被骗金额总和超8万元。

2月2日，学生小于在某同城app上找
到一份打字员工作，并添加了对方QQ。对
方让小于下载了几款app软件，又提出要想
成为正式职员，必须先交330元的约束金，
然后按要求完成一单可以全额退款。小于
信以为真转账了，对方又以小于第一次接
任务必须交激活费、职员备案费、退款保证
金为由，累计骗走其2110元。

2月 11日，学生小凯在某 app语音平
台添加了一个陌生游戏好友，随后被对方
以赠送游戏皮肤为由添加了微信与支付
宝好友。对方称自己给小凯支付宝赠送了
一张亲情卡，要求小凯也将其亲情卡赠送

给他，双方互相绑定亲情卡后，小凯的支
付宝亲情卡被对方消费转账，共计损失
3300元。

2月12日，学生小佳在家玩手机时，加
入“某班级”的QQ群。群里有人发信息说，
送生日祝福可以免费领取福利，还发了很
多人领取的图片。小佳信以为真，通过对
方在群里发的转账二维码，发送了10.1元
钱。对方让小佳添加QQ号领取奖励，后以
网络异常导致操作失误等为由，通过QQ
电话语音，引诱小佳拿父母的手机进行转
账。转账结束后，小佳发现被对方拉黑，才
知上当受骗，共计损失17700.1元。

警方提醒广大学生家长，加强对在家
子女防诈教育，不要将自己银行卡捆绑到
孩子手机上，一旦发现孩子受骗，要尽可
能多地保留通话录音、聊天记录、交易信
息、网页链接等证据，并第一时间向公安
机关报警。

三门13名学生
网上被骗8万余元

开学前夕，路桥区螺洋街道组织党员干部、公安民警深入校园进行安全检查，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图为 2 月 22 日，在螺洋街道新民小学，交警正在对校车进行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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