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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交通事故已经成为老年人意外伤亡的重要因素，老
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昨日，我市启动老年人安全教育活
动，从 7 月中旬开始力抓老年人交通安全，争取实现 2019 年老年
人交通事故死亡数同比下降 30%以上的目标。

今年以来，
全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老年人占了半数以上，
我市开启交通安全“破冰行动”

“一对一”
交通安全教育，
让老年人出行更安全
据了解，今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全市因交通事
故死亡 261 人，同比下降 21.8%；其中老年人交通事故
死亡 150 人，同比下降 14.71%，但老年人死亡人数仍占
全市交通事故死亡总数的 57.47%。
“老年人交通亡人事故多，其主要原因是老年人
交通安全意识淡薄，随意违反交通法规所致。”台州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陈涌分析，目前
全市 60 岁以上老年人有近 120 万人，人数庞大，每个
交通参与者都应关注老年人出行安全。各地要建立
“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家庭负
责”的交通事故防范体系，力抓老年人交通安全“一对
一”
教育。
“一对一”
交通安全教育具体怎么做？
首先抓路口劝导教育，公安交警将联合卫健部
门，组织交通劝导员、网格员、文明志愿者等，在村居
重点路段、路口，帮扶劝导老年人安全出行。
其次抓上门结对教育，发动全市村居干部、网格
员、党员、村民代表等力量，包户开展老年人交通安全
一对一教育。

再者抓亲情式捆绑教育，各村居干部组织老年人
子女签订责任状，督促子女承担起教育、管理、提醒老
年人安全出行的职责。
最后抓部门联动教育，教育部门发动学生，开展
小手拉大手系列宣传活动；卫健部门以老年人就诊日
为契机，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文化部门举行千场电影
下乡活动，穿插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公安交警联合乡
镇（街道）以及相关部门，开展直观易懂的多样式宣
传，
增进老年人安全教育效果。
实际上，在针对老年人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正式
启动前，全市各地已经陆续开展“一对一”交通安全入
户宣传。比如路桥一中队交警走进古岳村，挨家挨户
派发宣传资料，确保辖区老年人交通安全教育“一个
不漏”；临海各交警中队深入农村老年协会，为老年人
讲解佩戴安全头盔、过马路等交通安全基本知识，在
老年人群体中筑牢安全防线……
“接下来我们将更全面盯紧人、车、路三要素，争
取以最快速度、最高质量、最大限度消除交通隐患，让
老年人出行安全。
”陈涌表示。
记者 陈轶男

带你看尽历史长河中的金戈铁马
《义武奋扬——台州冷兵器收藏展》在市博物馆开展
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看
近日，观众口中的“良心网剧”
《长安十二时辰》
成了“霸屏”之作，剧中出现过不少博人眼球的冷兵
器。走马观花不过瘾？这不，一批古兵器典藏在台州
市博物馆闪亮登场，9 月 8 日之前，兵器迷们都能近
距离感受冷兵器的魅力。
这次市博物馆联合市收藏文化研究会举办的
《义武奋扬——台州冷兵器收藏展》，共展示了各类
兵备精品 70 件，
以明清高级官造刀剑为主。
明代抗倭利器“戚家刀”、明代将军盔、铁浮雕
鋄银鎏金官造刀、汉代至宋代的环首刀和剑……这
些制作精湛、装饰精美的兵器装备，仿佛在无声地
讲述着中国悠久的古兵器演变历史。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展厅，只见前来看展的人
络绎不绝。
一群来自椒江二中的女学生结伴看展，她们边
看边聊，从展厅里的藏品聊到了影视剧里的兵器，
看古论今，享受其中。
“ 展品的花样比电视上多，还
能看到不少兵器上的工艺细节，很过瘾。”椒江二中
学生洪洋意说。
据了解，在台州其实有不少古兵器收藏爱好

者，这些古兵器典藏大部分都是台州藏友们提供送
展的。据台州市收藏文化研究会冷兵器分会会长潘
炫仰介绍，展品中的“戚家刀”跟台州渊源颇深，明
朝倭寇作乱时期，戚继光通过汲取日本刀的优点，
改良戚家刀，
增强了戚家军的战斗力。
“从去年开始就有办展的想法，因为古老的刀
剑武备文化是各个历史时期最高科技的结晶，是古
代匠人的心血，但却饱受战争的摧残，也历经了熔
炉式的毁灭，甚至让人们闻其色变，这是我们古兵
器爱好者所不愿看到的。”潘炫仰说，希望能借此展
览助力刀剑武备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让历史长河中
不容小觑的古代武备能熠熠生辉。
据了解，本周六（7 月 13 日），台州兵器迷们还
能享受一个难得的福利——中国古兵器收藏家、西
藏兵器收藏家、古代刀剑修复师龚剑将莅临展厅，
为观展者讲解导览。
7 月 13 日 上 午 9 点 半 到 11 点 半 ，
《谈 古 说 兵
——戏里戏外你有所不知的冷兵器》讲座也将在馆
内开展，感兴趣的你可以跟着龚剑看尽金戈铁马的
历史年代。
记者 徐颖骅

海上报警电话 95110 开通了
近日，记者从台州海警局获悉，为了更好地履行
海警海上执法职权，方便服务人民群众，7 月 10 日起，
台州海警局正式开通 95110 海上报警电话。
台州东濒东海，海域面积广阔。
“因为这里海洋渔
业比较发达，所以涉渔纠纷、非法捕捞等案件时有发
生。”台州海警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95110 海上
报警电话的开通，能提高接处警的工作效率，也有助
于相关事件得到及时处理。
”
据介绍，此次台州海警局开设 95110 海上报警电
话，将实行 24 小时值守，在台州通信网络覆盖的辖区
海域范围内可直接拨打“95110”，超出通信网络覆盖
范围的中远海或国外地区可通过国际长途或海事卫
星电话，
拨打
“010-68995110”
。
遇到哪些情况可以拨打 95110？记者了解到，该平
台主要受理的报警求助范围包括海上发生的刑事案
件和治安案（事）件；海上发生的走私案件（行为）；非

法围填海、擅自改变海域使用用途、未经批准开发利
用无居民海岛、未经批准或未按规定进行海底电缆管
道作业和破坏海底电缆管道等行为；破坏海洋自然保
护地（海岸线向海一侧）等行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海洋倾倒废弃物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等行为；机动
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外侧和特定渔业资源渔场发生
的渔业违法违规行为和涉渔纠纷；其他需要海警处置
的报警或求助。
为了让海上处警能尽快出警，台州海警局还提醒
广大市民：
“报警人要在受理报警范围内，正确拨打报
警电话，避免出现谎报警情、恶意拨打骚扰报警电话
等占用公共资源的行为。”另外，电话接通后，报警人
要按照接警员的提示，提供所在位置或大致方位，简
要陈述报警求助的基本情况，并保持通讯畅通，海上
处警将在第一时间到达报警地区。
见习记者 王艳

海底捞和荣小馆的后厨
卫生怎么样
台州市餐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试点
启动仪式昨举行
一排排处理好的蔬菜和肉品，整齐地排放在后厨的保险柜内，干
净整洁的房间里，员工们戴着口罩，正在整齐有序地摆盘上菜。昨天
下午，青悦城餐饮食品安全自治组织首次开展对内部餐饮店自查，走
进海底捞和荣小馆的后厨。
当天下午，台州市餐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试点启动仪式在青悦
城举行。
青悦城内 40 余家餐饮单位，共同参与组织成立了我市首个食
品安全区域自治组织，通过制定相应的自治公约，以日常自查、奖惩、
公示为手段，以互联网、公众监督为平台，促进区域内食品安全水平
的整体提升。
自治组织检查人员走进了荣小馆的后厨，对当天店内的进货票
证进行核查，同时对店内的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了严查，未发
现问题。
“成立餐饮食品安全自治组织，开展自查自纠，能够提升我们内
部餐饮店的食品安全意识，同时也让顾客对我们的食品安全更加放
心。”
青悦城常务副总经理庄键说。
市民在青悦城就餐消费时，可以打开手机蓝牙，通过微信摇一摇
进入“口袋信用”台州市公共信用服务平台，查看附近餐饮店或者商
店有无被处罚的信用记录，做出正确的消费选择。
“台州高新区目前共有餐饮单位 3000 多家，餐饮行业发展迅猛，
食品安全监管形势复杂，这次我们开展食品安全全社会共治试点工
作，发挥市场主体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通过建立自
治组织，展开自查自纠，同时把消费者监督也纳入进去，形成有力有
效的社会监督力量。”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副局长李叶
民说。
接下来，在台州高新区意得广场、万达广场等城市综合体，也将
继续推广试点，实现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者诚信度、消费者满意度
的不断提升。
记者 王超

24 小时巡查
为临海
“大水缸”
盖上保护罩
“以前，偷钓偷捕现象高发时，我们一天要劝离近百人。
自从开展
‘护鱼保水’行动以来，偷捕现象基本杜绝了，偷钓人员也少了许多。”
昨天，临海市牛头山水库管理局水保科科长杜卫平在库区巡查时，露
出了欣慰的神色。
牛头山水库担负着临海市和椒北平原近 60 万人生活、生产用水
及 35.9 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
是临海的
“大水缸”
。
今年年初，牛头山水库管理局在库区投放鳙鱼、鲢鱼、草鱼和鳊
鱼等鱼苗共计 80 余万尾。
为保护库区鱼类资源，严厉打击库内钓鱼、偷捕鱼等违法行为，
确保库内鱼类健康生长和水质安全，今年 2 月份，牛头山水库管理局
启动“护鱼保水”
专项行动，成立了一支“护鱼保水”
工作队，对库区陆
上和水面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严厉打击库内偷捕偷钓等违法行
为，保护库区渔业资源。此外，目前库区主要路口的检查站已增设至
5 个，
有效阻止了无关人员进入。
陆上、水面、检查站，24 小时不间断巡查，如此三管齐下，为临海
“大水缸”
盖上了一个坚实的保护罩。
据统计，自开展“护鱼保水”
工作专项行动以来，牛头山水库管理
局共计入库巡逻 2800 多人次，收缴违禁虾网 170 多口、鱼网 27 张、钓
具 150 根，劝离钓鱼人员 350 多人次；销毁塑料船 3 只，竹排 9 张，橡皮
船 2 只，电瓶船 3 艘。通过专项行动，形成了保护渔业资源、维护水域
环境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陈琼瑛 记者 王佳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