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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护士学校是以培养护士

为特色的公立全日制普通中等职

业学校。2021年计划在台州各县

（市、区）招收应届初

中毕业生约 335名，

中考成绩公布后即

可来校报名。

咨询电话：0576-85303588
联系人：阮老师

学校地址：台州市临海市江南

街道花溪路100号

台州护士学校
2021年招生信息

遗失临海市杜桥
畜牧兽医中心站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452000471203， 编
号 ：331004197623，开
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杜
桥 支 行 ，开 户 账 号 ：
19930701040004903，
开户日期：2005年7月
7 日，发证机关：中国
人民银行临海市支行，
声明作废。

遗失玉环岩才果
蔬专业合作社公章一
枚 ， 编 码 ：
3310210187569，财 务
专 用 章 一 枚 ，编 码 ：
3310210187619，声 明
作废。

遗失台州悦荣机
械有限公司公章一枚，
编码：3310211029328，
财务专用章一枚，编
码：3310211029329，合
同专用章一枚，编码：
3310211029330，发 票
专 用 章 一 枚 ，编 码 ：
3310211029331，声 明
作废。

遗失玉环铄立机
械厂公章一枚，编码：
3310210213782，声 明
作废。

遗失玉环环意机
械厂公章一枚，公章编
码：3310210306250，声
明作废。

遗失台州市黄岩
奔隆塑模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3450000519701，
开户银行：台州市商业
银行黄岩西门支行，开
户 账 号 ：
510010269100010， 开
户日期：2005年5月27
日，声明作废。

遗失临海市农业
局机关食堂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452001163001，开 户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大洋分理处，开户账
号 ：
1207221109049348705
，开户日期：2010 年 4
月28日，声明作废。

遗失 2014 年 7 月
31 日由温岭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发的温岭
市财达电机配件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813136189521，
声明作废。

遗失临海市杜桥
镇天蓝蓝幼儿园食堂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452004698101，开 户
行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临海杜桥支行，账
号 550099076600015，
声明作废。

根据玉环市人民
法院（2021）浙 1021 执
780 号执行裁定，依法
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郑
光鑫、吴香洁所有的坐
落于玉环市大麦屿街
道兴港东路25弄23号
的房地产，房屋所有权
证号：玉房权证玉环字
第 097776、097777 号，
房屋所有权证原证无
法收回，声明作废。

根据玉环市人民
法院（2021）浙 1021 执
780 号执行裁定，依法
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郑
光鑫、吴香洁所有的房
地产，土地使用权证号
为 ：玉 国 用（2009）第
03015 号，土地坐落于
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兴
港东路 25 弄 23 号，土
地证原证无法收回，声
明作废。

清算公告
玉环市环球英语

培训学校，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52331021060574196W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对学校进行
财务清算，请债权人于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学校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逾期申报视为
自动放弃，清算组负责
人：林桂英，清算组成
员：林桂英、李淑娟、何
燕芳、余卉卉、叶露豪，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淑娟
联 系 电 话 ：
13777603151
邮箱：771099649@qq.
com
地址：玉环市坎门街道
海港路9号

玉环市环球英语
培训学校

2021年6月11日

时政要览

本报讯（记者郭天宇）档案是历
史的记载。为推进我市档案工作高质
量发展，6月 10日，全市档案工作暨
数字化改革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
委、秘书长周凌翔出席并讲话。

会议提出，要做优做精档案服务
大局文章，重点在“融创精深”上下功
夫。要主动融入中心，为台州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发挥档案作用；
坚持创新引领，率先打造整体智治的
档案管理模式；做精基础业务，全面
构建优质便民的档案开放服务体系；
深挖特色资源，争取一批标志性成果
在全省全国出亮点走前列。

“十三五”时期，全市档案部门坚
持以“三个推进”为着力点，全面推进

“五档共建”和“三个示范区”建设，各

项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多项工作在全
省全国出亮点有影响。

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台州档案
工作将深入贯彻新修订《档案法》，全面
推进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四大体
系建设，大力实施市县档案中心（馆）建
设提升、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古村落
数字记忆深化等“八大工程”。

其中，数字化转型将持续推进电
子化归档，逐步实现机关公文、行政
权力审批事项等档案“归档零纸件”；
全面开通“查档直通车”，拓展档案数
据智慧服务应用场景，加强数字资源
共享利用；深化古村落数字记忆工
程，建设古村落数字记忆体验馆，借
助数字化展演手段，使公众沉浸式体
验台州古村落的历史、文化与记忆。

全市档案工作暨数字化改革推进会召开

做优做精
档案服务大局文章

“新时代垦荒人”事迹回放

本报记者郭天宇

他，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的
征程上。他，是台州小伙耿展宇，用自
己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

耿展宇，玉环市楚门镇吴家村
人，生前系贵州省毕节市金海湖新区
青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一个东海之滨的年轻人，为什么要
千里迢迢跑到贵州的大山深处去呢？

2011年 5月，耿展宇在一列开往
武汉的火车上，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
冯倩相识。闲聊中，他被乌蒙山区的
贫困落后触动，便萌生了要去毕节看
看的念头。三个月后，他不顾父母反
对，以“三支一扶”志愿者的身份，只
身从台州来到毕节，开始了他的扶贫

之路。
这一去，万水千山，他义无反顾，

再未离开。
从带领群众种菜，到挽起裤脚

抬石头修路；从多方协调办起扶贫
车间，到自己垫资发展村集体经济；
从帮助贫困群众争取生猪养殖资
金，到连夜转移 176名灾害危险区群
众……乌蒙山水间，到处留下了耿
展宇情系贫困群众、脚沾泥土芬芳
的动人故事。

对耿展宇来说，走到群众身边，
就像鱼得到了水。他最见不得群众过
苦日子，在他眼里，贫困户就是自己
的亲人。

自己苦一点，脱贫的日子就更近
一点。脱贫的前景光明，但脱贫要做的
事有很多，耿展宇心里装着群众，舍小

家为脱贫，早出晚归是常态，即便是自
己感冒生病，也都是扛一扛过去了。

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让 762户
贫困户早日脱贫。

2019年 10月 18日，噩耗如晴天
霹雳，下午3点，耿展宇在前往金海湖
新区交警大队查询贫困户车辆信息
的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不幸遇难。他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3岁。

冯倩在朋友圈里追忆丈夫：“展
宇，虽然你走了，走在脱贫攻坚的路
上，但我替你感到欣慰，单位没有忘
记你，老百姓没有忘记你。”

追悼会那天，当地群众送来铺天
盖地的悼联，浓缩了耿展宇在脱贫攻
坚路上写就的不平凡人生。耿展宇是
台州人民的好儿郎，他的笑容和青
春，也在毕节人的心中永远鲜活。他

用年轻的生命，在乌蒙山区铸起了一
座脱贫攻坚的丰碑。

耿展宇：台州好儿郎 爱留乌蒙山

耿展宇生前照片。（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王媛媛）近日，由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总制片人、《哪
吒之魔童降世》视效总监联手打造的
国漫电影《济公之降龙降世》正式定
档——7月16日全国院线上映。

电影以少年济公的形象呈现，
创造性地讲述了“活佛”济公成佛前
的故事。来自本土的优秀故事蓝本
和唯美大气的艺术手法，让《济公之
降龙降世》成为国漫界又一力作，期
待值拉满。

据了解，《济公之降龙降世》由浙
江天台和合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发，是中宣部国家电影局实施的
2018和2019年度中国经典民间故事
动画电影创作工程专项资金资助项
目，也是浙江省精品文化扶持工程第
十三批项目。

“为了让创作团队更深入地了解
天台风土民情，市、县两级政府在天
台当地成立了刘志江工作室，并给予
了台州市‘500 精英’人才政策支
持。”天台县和合办副主任张树荣告
诉记者。

五年磨一剑，《济公之降龙降世》
主创团队用唯美的动画场景高度还
原了天台山大瀑布、国清寺、济公故

居等天台著名旅游景点，并融入了天
台特色小吃等风土民情。“这部影片
的上映，将是一次宣传大美天台的绝
佳机会。”张树荣语气里透着自豪，

“希望更多人看了这部国漫巨制，爱
上天台美景，到天台品尝特色小吃。”

《济公之降龙降世》
7月16日院线上映

本报讯（记者陆 最）近日，国务
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天台山易筋经入
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项目。

《易筋经》为明代天启四年（1624
年）天台山紫凝道人宗衡托名菩提达
摩所撰写。它原系道家导引之术，被
推为中国传统健身功法的经典。2002
年，易筋经成为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
四种健身功之一。

近年来，天台十分重视易筋经的
传承与保护，已建立100多个健身气
功站点，600多支易筋经习练队伍，
天台山桐柏宫每年举办数十次易筋
经修炼班，传授易筋经。2015年，天
台县人民政府承办了“中国健身气功
科学论坛暨易筋经专题研讨会”、“百
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大会。
2016年，天台县被中国健身气功协
会授予“中国易筋经传承地”，天台山
桐柏宫被列为台州市非遗传承基地。
2018年天台山桐柏宫易筋经展演队
在非遗薪传——浙江传统体育展演

展评活动中荣获“薪传奖”。
又讯（通讯员张亚妮）近日，国务

院批准文化和旅游部确定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
项目名录，椒江区民俗农历二十四节
气（送大暑船）榜上有名。

2006年6月，民俗“送大暑船”入选
县级名录、市级名录；2009年6月，入选
省级名录。“送大暑船”是在每年小暑至
大暑节气期间，以椒江葭沚一带渔村为
中心区域举办的集送五圣仪式、民间文
艺表演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活动。该
活动从农历四月开始，到七月大暑节结
束，参与民众达十几万人次。

“送大暑船”活动是二十四节气
农耕文明和地方（海洋）文化共生演
化的载体，是二十四节气习俗在民间
传承的有力见证。它由当地民众自发
组织，自觉参与，体现了当地民间艺
术和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和智慧，寄
寓了百姓“驱除邪祟，祈求平安”的愿
望，反映了他们顺应自然、敬畏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希冀。

“易筋经”“送大暑船”
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本报讯（记者钟露雅）为进一步
畅通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发现渠道，增
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监
督力量，6月 10日上午，我市公益诉
讼志愿观察员联盟正式成立。

成立仪式上，38名来自各行各业
的志愿者被聘任为首批公益诉讼志
愿观察员，聘期自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3年6月30日。他们将协助检察机
关开展一系列工作，如发现、收集、提
供公益诉讼案件线索；见证现场勘
验、现场调查取证、法律文书送达等
活动；参加公益诉讼案件听证，担任
听证员或者社会公众代表；接受委托
开展公益诉讼第三方社会调查等。

今年2月，省检察院、团省委创新推

出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制度，在案件线
索移送、专业知识协助、宣传引导、业务
培训等方面，对志愿服务与检察公益诉
讼协作作出明确要求。我市三门县被列
为省级试点地区，三门县检察院、团县
委创新推出“1+N”工作体系，其公益诉
讼志愿服务项目获浙江省青年志愿服
务项目大赛银奖。

“我们将以此次联盟成立为契机，
广泛动员全市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等
社会力量，更好地参与检察公益诉讼，
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
台州建设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城市而不断努力，为争创社会主义现
代化先行市凝聚青春力量！”团市委宣
传权益志工部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

我市成立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联盟
加强法治台州建设

本报讯（记者李 奔）6月 10日上
午，一堂特殊党课在“云端”开讲，台
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与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
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突破地域限制，创
新采用线上网络授课形式，举办台州
大陈岛垦荒精神和阿拉尔三五九旅
精神“云上党课·双城记”活动。

活动伊始，两地党员干部在领誓

人的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
“大陈岛垦荒精神是台州城市精

神的核心，与和合文化、亭旁起义精
神等一起熔铸起台州人的精气神和
台州发展的精神定力与动力。”课堂
上，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林
伟首先带来题为《大陈岛垦荒精神与
时代价值》的党课，他从“大陈岛垦荒
精神从何而来？是什么？何以重要？如

何弘扬？”四个方面进行剖析，展示了
台州这一金名片的特色魅力。

随后，第一师阿拉尔市党校副校
长任新农为大家授课。通过一个个形
象生动的历史故事，任新农讲述了三
五九旅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现实意义
及时代价值，深刻分析了其“忠诚、担
当、争先”的核心内涵。

听完两节党课，党员们纷纷报以

掌声。师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文
化科副科长包将军说：“作为一名党
员，台阿两地城市精神一脉相承让我
感触颇深，相信我们一定能传承弘扬
伟大的红色精神，将之化为今后工作
上的前进动力。”

近年来，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多次与阿拉尔开展文旅交流
活动，相互合作、互送资源，双方感情
愈发深厚。“‘云上党课’缩短了两地
的距离，不仅是组织形式上的创新，
更为两地交流交往提供了必要学习
载体。我们要传承革命先烈的红色基
因，奋力开创两地文旅事业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振兴
如是说。

大陈岛垦荒精神与三五九旅精神“云端”相遇

台州阿拉尔联办“云上党课”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柯 璐）“80米，6分
钟，吕有库用钢铁般的意志，超越了常
人‘大出血2分钟昏迷、5分钟死亡’的
极限……”6月10日，在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主办的“百年·百人·百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台州英烈
故事宣讲活动”上，宣讲人徐怡讲述

了为解放一江山岛而英勇献身的青
年英雄吕有库的故事。

“今天我们学习英雄，缅怀英
烈，是为了将英雄的事迹传扬，将英
雄的精神传承。”作为一江山岛登陆
战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徐怡告诉
记者，“对我来说，传承好烈士精神，

就是把这些动人的故事宣讲好，更
好地服务群众。”

整场宣讲活动内容精彩纷呈，现
场掌声此起彼伏。听众纷纷表示，每
个故事的传播力、穿透力、感染力都
极强，让人深受鼓舞。

“听了今天的烈士故事宣讲，十

分感动。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应
该学习先烈们爱国奉献的精神，以
实际行动继承革命遗志，为祖国的
明天贡献自己力量。”来自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安置创业处的工作人
员陈优优说。

据悉，该活动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组织相关人员从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
开放和新时代等不同时期中选出全
市 14位典型烈士事迹，6月初开始，
深入全市党政机关、部队、学校、企业
等开展巡回宣讲活动。

百场台州英烈故事巡回宣讲活动启动

讲好英烈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6月10日上午，路桥
区横街镇纪委联合峰江街道纪工委，组织工作人员以普通群众身份来到横街
镇便民服务中心，对“企业一件事”窗口办件情况进行体验式暗访，实地督查举
措落实情况，促进服务提质。 本报通讯员王国洋摄

6月8日，临海市大洋街道大洋社区开展“情系端午·党群连心”系列活动，
插花、包粽子、做香囊，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表达爱党爱国情怀。图为大洋
街道社区廉盟和妇联将包好的粽子、香囊和廉政提醒卡送到党员干部手中。

本报通讯员叶 盛摄

本报讯（记者郭天宇）6月10日，
全市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工作点评
会召开，围绕高标准推进创建工作，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目标，总结前
阶段的工作，并就下阶段任务进行再
部署、再动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蒋冰风出席并讲话。

从前阶段工作总体来看，各地各
部门按照市里统一部署，迅速行动、
狠抓落实，取得了一定成效，常态化
机制不断完善，网格化格局不断巩
固，创建合力不断凝聚。在肯定成绩
的同时，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创
建工作存在的短板和不足。结合国
家统计局台州调查队综合评估通报
情况，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仍存
在重点区域管理不到位、多处基础
设施亟需维护提升、市容管理精细

化程度不高、交通秩序管理不够严
格这几方面不足。

下阶段，全市文明城市创建常
态化工作要紧盯薄弱环节，全力攻
坚破难。全力实施文明城市创建常
态长效“八大提升行动”，打好市容
整治突围战、打好秩序管理提升
战、打好点位销号大会战。要吃透
最新标准，全面对标提升。各区各
主管部门要对照实地考察点位新
标准和要求，倒排时间节点，细化
创建任务方案。要完善工作机制，
做到见行见效。加强环境卫生精细
管理，开展基础设施排查整治，强
化市容秩序常态管控，建好用好管
好网格体系。要加强责任落实，保
持高压态势。压实各方责任，开展
常态督查，造浓宣传氛围。

全市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工作点评会举行

创建常态化文明台州

窗口暗访促提效窗口暗访促提效党群连心迎端午党群连心迎端午

本报讯（记者林雅婷）6月 10日
下午，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携手草帽
编织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白
云中学课堂，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别开
生面的非遗草编双语课堂。

颜色各异的彩色草绳、装饰用的
蕾丝飘带、各式工具……上课前，同
学们的课桌上就摆满了制作材料。课
堂上，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的老师拿
着预先制作好的草编小花篮，用流利
的英语为台下的同学讲解花篮的制

作步骤，并不时邀请学生上台，对制
作流程用英语再次进行复述，强化他
们的词汇记忆。

为响应国家提倡的“非遗进校
园”精神，台州学院联合草帽编织技
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真，成立了

“校本课程研究中心”和“草编艺术非
遗研究院”，将传统产业与高校的研
究课题相结合，进行转型升级。

同时双方还合作编制《非遗草
编十讲》，将教师发展学校的拓展

课程与非遗资源的本土优势相结
合，以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师资
力量为核心，同时与多个二级学院
进行跨专业、跨学科合作，发挥专
业优势，共同参与研发草编非遗双
语课程。

“非遗草编和双语教学相结合的
模式，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确保学
生现学现会，同时英文教学内容紧扣
教学大纲，使学生在提高动手能力的
同时习得外语，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和

沟通能力，学会用英语讲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文化。”台州学院外国语学
院副院长刘富丽说。

这样的特色课程进校园，也受到
了学校的欢迎。白云中学副校长项军
介绍，目前德智体美劳五育发展，只
有劳动教育没有相关的课程支撑。这
次是非遗草编双语课程第一次进入
中学课堂，如果同学们反响好，学校
会考虑将这门课程纳入每周固定拓
展课程。

台州学院——

非遗草编双语课程首进中学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