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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虹桥“虹色网格”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海燕 通讯员 倪晨豪

去年以来，虹桥镇致力打造“虹色网格”，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防范化解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
目前，虹桥镇共划分网格 125 个，每个网格至少配备一名全科网格员，全镇 130 名网格员作为政府与群众间的沟通桥梁，发挥着人熟、地熟、
事熟的优势，如同一把“梭子”，穿梭在大街小巷，编织着村居民生幸福之网，让基层社会治理变得更加有效。
每天，网格里都会发生许多故事，或温情，或琐碎，或惊险，或感人……近日，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 3 名虹桥镇优秀网格员，倾听来自网
格的平安声音。

化解矛盾

排查出租房

最近，暂住连桥村的黄某夫妇来
到网格员黄岩升家中，再三向他表示
感谢。原来，他们的儿子小黄染上网
瘾，是黄岩升的开导让他回归正途。
今年 4 月，黄岩升巡查时发现一
出租房内窗户紧闭，里面却有音乐，
房内的小伙子戴着耳机对着电脑大
喊。经调查得知，小黄三年前迷上游
戏，没有再上班，年初还因此和父母
吵架，外出租房住。
黄岩升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小黄重
回正途，他隔三差五到小黄家和他聊
天，开导他。刚开始，小黄根本不予
理睬。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岩升的苦
口婆心终于打动了他，他敞开心扉互
相交流。
一个多月后，小黄不仅戒掉网瘾，
还找到一份工作。见以前的儿子又“回
来”了，小黄的父母露出了笑容。
黄岩升去年 7 月份成为连桥村一
名专职网格员。作为网格员队伍里的
一名新兵，他勤奋好学，把网格当成了
自己的家，对自己的网格如数家珍。
黄岩升熟悉新居民的生活作息，
他们晚上和中午在家，为了能多走访
几户新居民，他特地将自己的时间提
前安排好，别人的休息时间就是他的
工作时间。
黄岩升积极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
和化解，把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
态、解决在网格内。5 月 1 日，他与往
常一样巡查走访，看见一出租房的新
居民解某和吴某发生争执。
经了解，双方共用一个水表，因
用水费多少发生纠纷。黄岩升调解
后，让双方平均承担，没水表的一方
自己买水表，黄岩升找人给他安装。
剑拔弩张的矛盾就此化解。

“看到身边住户的秩序从杂乱到
规范，环境从脏乱差到整洁美，我很自
豪。
”这是万福生当网格员的体会。
从 1999 年起，万福生就是虹桥镇
新居民服务管理所的管理员，和新居
民们结下深厚的友谊，为网格工作打
下结实的基础。去年，虹桥镇开始推行
网格化治理，万福生担任了黎明村网
格 1 的专职网格员。坚持网格巡查，掌
握网格信息，是万福生每天必做的“功
课”。在他的辖区内现有户籍人口 266
人，新居民 1230 人，出租房 95 间，这些
数据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
万福生每天花 6 个小时巡查出租
房，登记新居民信息，解决民事纠纷，
宣传食品安全、平安建设等工作。每周
对辖区内重点人员、关怀对象进行走
访帮教。今年以来，他共排查消防隐患
95 处，整治有效率达到 80%，登记新居
民约 400 人。
4 月初，万福生在排查出租房消防
安全隐患工作时发现，其中一户出租
房因年久失修，线路老化，存在严重的
安全隐患。
万福生找到户主，要求他将老化
的线路全部更换成新的套管线路。当
了解到户主经济困难后，他将情况反
馈到虹桥消防站和村委会。经过协商，
最终确定由黎明村集体出资，给予维
修线路、整改房屋所需要资金的部分
补贴，
并更换不符合要求的线路。
不到两天时间，装修工人就将出
租房“蜘蛛网”似的电线全部换成了套
管子的新电线，
还设立了新的电表箱。

帮忙跑腿
“有网格员帮我们‘跑腿’，真是太

网格员在巡查。
网格员在巡查
。陈海燕 摄
好了！”日前，新居民骆某顺利拿到自
己的身份证明，取了钱，非常激动。
李克荣原来是新居民所的协管
员，去年 7 月担任邵东吕村网格 1 网
格员以来，他每天第一件事是巡查网
格，及时了解群众的情况和诉求，查
看出租房和重点场所是否存在安全隐
患，是否有未经过登记的流动人员出
入；查看沿路门店是否按照要求经
营，有无证照手续；上门采集信息，
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间、间不漏
人”
。
3 月份，重庆籍的骆某特意找到
李克荣，原来他 4 年前曾在邵东吕村
一出租房暂住过，彼此很熟悉。骆某
多年前在虹桥农业银行办过存折，内
有 4000 多元，这次家里困难需要钱，
但被告知不能取款，原因是更换的二
代身份证号和现在的身份证号不一
致。

李克荣想到以前新居民登记的资
料都是手工录入，就千方百计寻找当
时的手工登记本，并找到了与银行开
户一致的身份证号码。经过几番周折，
他们在公安网上核对了身份信息，拿
到了身份证明，骆某顺利取了钱。
对此，李克荣淡淡地说：
“ 要跟新
居民打好关系，人家有事会想到你，工
作才好顺利开展。
”
5 月份的一个晚上，邵东吕村村民
薛某的 7 岁女儿独自去公园玩耍后不
见了，一家人着急万分。李克荣得知
后，利用全科网格微信群发布走失人
员信息，发动网格力量寻找小孩，有人
回复说看见跟新居民郑某回家了。
由于出租房住客众多，排查不好
进行，李克荣从“流管通”上查询了在
出租房内居住的新居民信息，最终在
郑某家找到了小女孩。
薛某百感交集，连连感谢李克荣。

熬夜看球别开车
北京时间 6 月 14 日 22 点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就将在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
开幕，这是一个足球盛宴，也是全世界球迷的节日。虽然本届俄罗斯世界杯足
球赛与上届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开球的时间早了很多，但由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
的时差为 5 个小时,世界杯赛事多集中于深夜和凌晨，中国球迷还是不得不熬夜
看球。但不少人观赛后的早晨还是坚持开车上班，驾车时难免疲劳。也有不少
球迷喜欢聚在一起边喝酒边看球，但这喝了酒可千万别开车。

据交警部门统计，上一届世界杯
足球赛期间 （2014 年 6 月 13 日至 2014
年 7 月 13 日），乐清市共查处醉酒驾驶
35 例、酒后驾驶 75 例。那么这届世
界杯足球赛即将开幕，乐清市的宾
馆、饭店、餐厅、酒吧、大排档、城
市广场等场所球迷聚集观赛的场地已
悄然做好了准备，这是球迷们看球消
暑纳凉的节日。可与此同时酒后驾
驶、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也将呈
现抬头上升趋势。追根究底，还是侥
幸心理在作祟。
6 月 6 日，一位驾驶人两次酒后驾
驶被吊证、两次无证驾驶被拘留后仍
不思悔改，结果因再次酒后无证驾驶
轿车与电动车发生碰撞，导致电动车
驾驶员颅内受伤，庆幸的是并无生命
危险。
当日，虹桥交警中队交警接到报
警电话称：“在 104 国道天成街道巨光
村路口有电瓶车翻倒在路中间。
”交警
立即赶到现场，只见一辆二轮电动车
翻倒在路中间，车头灯还在闪烁，将
该车扶至路边后，交警联系上了送伤
者就医的肇事轿车乘客。
据了解，伤者杨某刚从昏迷状态
下苏醒。据医生介绍，杨某颅内出
血，但并无生命危险。
而肇事驾驶人金某已离开了医
院，但金某的朋友却没有离开，在等
待了 1 个多小时后，金某才来到医院
向交警投案，并讲述事发经过以及这
1 个多小时的去处。
据金某介绍：
“当天下午，其与朋
友在乐清市区一家 KTV 喝酒，酒后与
两 名 朋 友 驾 车 回 雁 荡 ， 17 时 30 分
许，车辆途经 104 国道天成街道巨光
村路口时与右侧一辆二轮电动车发生
碰撞，造成电动车驾驶员受伤昏迷。”
报头题字:梁平波

疲劳驾驶隐患多
疲劳驾驶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
为深夜、凌晨或午后。在 11 时至 13
时、24 时至凌晨 2 时、4 时至 6 时这 3
个时间段要谨慎驾驶。这是人的生理
调节机能最脆弱的时候。
5 月 30 日晚上，大荆镇一名驾驶
员就因为驾车打个盹，轿车撞上道路
右侧的里程桩，车头严重受损，修理
费用需要两万多元。
大荆交警中队接到报案，在 104
国道大荆镇上花坦村路段，发生一起
单方的交通事故。交警迅速赶到现
场，看到一辆悬挂鄂 A 牌照的奥迪轿
车撞翻公路里程桩，车头右侧严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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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夜查酒驾。王馨惠 摄
损，前大灯和保险杠破损，翼子板扭
曲变形，路边的里程桩被撞翻。
据驾驶员马某交代，他驾车从温
岭市泽国镇开往乐清市大荆镇，一路
上感觉很疲惫，车行至大荆镇上花坦
村时，不知不觉中眼睛眯了一下打了
个盹，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响，紧
接着整个车身向左倾斜晃动。他一下
子吓醒了，急忙下车查看，原来车辆
跑偏撞上了路边的里程桩，他急忙报
警。
处警交警及时联系拖车开展救
援。此次事故马某承担全部责任，马
某除赔付里程桩损失外，还承担自己
的修车费用，初步估计损失约 2 万多
元。
交警部门表示，世界杯期足球赛
间，酒驾整治力度将进一步增强，在
行动时间上，将根据赛事时间安排，
做好重点时段的查处管控。在行动路
段上，不仅会在餐饮、酒吧等娱乐场
所附近重点路段设卡临检，而且还将
在各个支线小路等布控检查，严查顶
风作案者。请广大球迷朋友注意互相
提醒互相劝告及时主动制止交通违法
行为。
交警提醒：球迷深夜外出看球最
好不要开车去，因为看完球后回家已
定价：每份 1.2 元

广告部电话：62579796

平安宣传教育
进校园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海燕 通讯
员 施妙行） 为进一步加强新居民子女安全知识，
增强其安全防范意识，全力助推“全国禁毒示范
城市”创建工作，日前，虹桥镇新居民服务管理
所联合镇禁毒办在虹桥镇第七中学开展以“平安
宣传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活动。
活动邀请国家心理咨询师、国家中级社工
师、温州社会工作者协会理事陈乐晓作平安宣传
教育讲座。
讲座播放了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宣传片》，
通过精美的幻灯片、丰富的问答交流，真实的案
例，向学生们展示了吸毒的严重危害性，介绍了
什么是安全问题，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消防、
交通、反诈骗、防溺水、食品等安全防范意识，
让学生在生活的点滴中感悟平安的重要性，掌握
安全过马路、保护好自身人身安全等中小学生应
该懂得的安全小知识。

师兄弟双双被刑拘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叶长一 通讯员 王馨惠

在将伤者送往医院后，金某留下朋友
照看伤者，自己则去筹钱。然而在接
到交警电话后，担心自己酒后无证驾
驶被发现，因此迟迟没有回医院，最
后在亲友的劝说下才向交警投案。
在对金某进行吹气和血液检测
后，交警立即对他的驾驶证进行了查
询，发现他不仅是个“老司机”
，且是
一名“惯犯”。金某的初次领证日期为
1984 年 4 月，是一名有 30 多年驾龄的
老司机，但在 2014 年 10 月和 2016 年
5 月金某因两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
交警吊销机动车驾驶证，2017 年 7 月
和 2018 年 3 月又因无证驾驶两次被公
安机关行政拘留。
数次犯错后，金某仍不知悔改，
又于 6 月 6 日发生了酒后无证驾驶撞
翻电动车的交通事故。6 月 7 日下午，
金某再次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目
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属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且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为
了你和他人出行安全，请司机朋友们
切勿再存侥幸心理。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海燕 通讯
员 林银余） 为切实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确保辖区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虹桥镇新居民服务管
理所、消防站工作人员和全科网格员对邵东吕等
村开展了出租房消防隐患排查整治活动。
据悉，此次排查重点检查出租房有无配备灭
火器、线路有无套管、人灶是否分离、电瓶车是
否在室内或过道充电等。
活动中，工作人员每到一家出租房，都向出
租房的房东及租户分发消防安全宣传单及 《浙江
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 手册，向他们宣传出
租房的消防安全及新居民办理居住登记知识，提
高新居民主动办理居住登记的意识。对出租房有
火灾安全隐患的，当即开具整改通知书，责令房
东限期整改，并耐心向房东讲解消防安全隐患的
危害性，要求其尽快落实整改。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册 200 多份，引导更多的
新居民关注消防安全，构建自己的幸福家园。
接下来，虹桥镇新居民服务管理所将继续组
织力量开展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及宣传活动，实现
宣传消防安全及新居民居住登记知识全覆盖，确
保排查整治活动取得实效。

9 岁男孩会开车？

交警提醒：酒驾夜查将升级

酒后别开车

排查整治
出租房消防隐患

经是凌晨，身体在兴奋过后已经非常
疲惫，很容易迅速进入疲劳状态，这
时候开车是很危险的，不可因为开车
经验丰富，或平时经常疲劳驾驶也没
出事而麻痹松懈、过分自信，最好选
择坐出租车回家。

链接
交警提醒球迷朋友在享受足球快
乐的同时一定注意交通安全：
一、不要酒后驾驶，酒精的麻醉
作用将导致人的反应能力、判断能力
和操作能力降低，极易发生交通事
故，白酒、红酒和啤酒都具酒精度，
请广大驾驶人朋友世界杯足球赛期间
自觉遵守法律坚决抵制酒驾。
二、不要疲劳驾驶，睡眠不足容
易出现疲劳，特别是夏季容易出现注
意力降低和判断力下降等情况。请合
理安排休息和观赛时间，熬夜观赛睡
眠不足时请不要勉强驾车。
三、不要开斗气车，不要因为球
队输赢产生愤懑、狂欢等极端情绪，
强超强会、超速开车、飙车。
四、不要分心驾驶。切勿边开车
边收听、收看赛事和刷微博等。
印务公司电话：61600921

发行中心电话：61606929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叶长一 郑露
露 通讯员 王馨惠 徐昌波） 6 月 9 日晚，薛某与
师兄谢某喝完酒后各自开着三轮电动车回家，没想
到谢某醉酒驾车出了事故，得知情况后，正在回家
途中的薛某立即调转车头赶往虹桥交警中队想看望
一下谢某，结果在询问过程中被交警逮了个正着。
原来，6 月 9 日 23 时许，虹桥交警中队值班室
接到报警称：“虹桥农贸市场发生一起三轮电动车
撞坏路边轿车的事故。”接警后，交警立即赶到事
故现场，只见现场一辆三轮电动车斜停在路边，地
上撒满了玻璃碎片，而旁边一辆白色轿车车头右侧
有多处受损痕迹。交警在向三轮电动车驾驶员谢某
（男，37 岁，温州永嘉人，在虹桥开店） 了解时，
发现其酒味非常重，便立即对其进行酒精测试，经
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为 202mg/100ml，随后将谢
某带至医院进行抽血检测。
虹桥交警中队焦俊说：“刚将谢某带回中队不
久，就有两名男子领着一个小孩来交警队打听谢某
情况，我们发现其中一名在打听的男子身上有浓浓
的酒味，当询问他们怎么过来的，他们说是开车过
来的，随后我们又问两人谁开车过来时，该名男子
慌了一下，指着旁边 9 岁的小男孩说，是其儿子开
过来的。”面对这样一个大谎言，交警立即调取监
控。
焦俊介绍，监控显示，23 时 33 分许，一辆三
轮电动车沿着虹桥幸福西路非机动车道上由东向西
逆向行驶至虹桥交警中队门口，驾驶座前下来两名
大人，一名小孩则从车后斗上下来，而驾驶车辆的
就是这名满身酒气的男子。
在事实面前，男子承认自己开三轮电动车过来
的，随后交警对该名男子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其
结果为 190mg/100ml，随后将该男子也带至医院
进行抽血检测。
经检测，谢某的酒精含量为 216mg/100ml，而
薛某的酒精含量为 191mg/100ml；同时经鉴定，谢
某和薛某的三轮电动车都已达到机动车标准。
目前，谢某和薛某已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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