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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先锋示范引领文明新风尚
龙西一党员带头践行移风易俗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甜甜
通讯员 董珑珑
日前，龙西乡庄屋村 76 岁老党员
章香女去世，她的儿子与儿媳按照老
人的遗愿丧事简办，40 个小时左右就
办完丧事，成为乡民们称道的榜样。
章香女党龄已有 47 年，她的大儿
子叶云财和大儿媳仇金玲也是党员。
8 年前，章香女中风卧床，由叶
云财夫妇照顾。仇金玲每次参加村里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后，就会把上级政

策和村里的建设情况告诉章香女，其
中就包括乐清移风易俗的“五个不
超”“五个禁止”和党员干部“五个规
定”。这样既能陪老人聊天解闷，又能
够将党的最新政策“送学上门”。
不久前，老人第二次中风，仿佛
预感到了什么，她对大儿子夫妇说，
身后事一定要简办。
6 月 28 日 19 时 35 分，章香女去
世，6 月 30 日在乐清市殡仪馆火化，
火化后直接出殡，40 小时左右就办完
了丧事。

在大荆片区，还有个风俗，就是
逝者火化后先办一次酒席，次日出殡
后再办一次。而这场丧事不仅缩短了
时长，还打破原来的风俗，将两场大
酒席合并为一场，只置办了 9 桌，将
数量控制在了规定范围内，整个开支
未超过 3 万元。
“我和母亲都是党员，这本来就是
我们该做的。”叶云财说。党员家庭带
头丧事简办的做法，得到了乡亲们的
敬佩和赞许。
自去年启动丧葬改革和整治工作

以来，龙西乡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
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做
表率、倡新风、严监督，推进移风易
俗工作，一股丧事简办的文明之风吹
遍龙西，群众拍手称好。
接下来，龙西乡将继续以党建为
抓手，持续推进移风易俗，使丧事简
办的理念深入村民心中。龙西乡将以
移风易俗为重点，进一步发挥党的政
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团结引领全乡人
民不断筑牢乡风文明主阵地，打造文
明和谐新乡村。

架起
“校门”到
“营门”的桥梁
各地征兵初检火热开展

·双拥宣传专栏·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7 月 9 日，乐清四中校园内，翁垟街
道征兵初检在此进行。一早，福建漳州
科技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王强就赶到现
场参加体检。
“ 当兵一直是我的梦想。”
王强说，他自幼便怀揣军人梦，高中时
考虑到文化素养欠缺，便选择了先上大
学再参军。为了能顺利通过检查，大学
期间他还加强体育锻炼，以期圆梦。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在该处征兵
体检站看到，应征青年们拿着表格，
有序地走进各检查室，进行血压、视
力、嗅觉等项目的检测。
当天，共有 500 余名翁垟应征青
年上站体检，希望实现从“校门”到
“营门”的过渡。
据了解，今年翁垟街道报名参军
的适龄青年有 500 多人，其中大学生
约 50 人。翁垟街道人武部针对大学生
开辟了“绿色通道”。
此次体检，该街道人武部进一步
优化体检组织程序，将四个社区分组
分流、有序交叉进行体检，提高了体
检效率，缩短了候检时间。
7 月 10 日，来自清江镇 29 个村

（居） 的 283 名应征适龄青年，以村居
为单位，分批来到清江镇第一中学参
加 初 检 初 审 。 当 天 ， 104 人 通 过 初
检，其中大学生 （含毕业生和新生）
74 人，中专以上 30 人。
据悉，为了确保征兵工作顺利开
展，鼓励大学生等优质兵员参加应
征，清江镇人武部在前期已经多次组
织开展宣传活动，包括面向高中生的
国防教育、兵役登记培训，并进村宣
传。现场，清江镇全科网格员也在义
务帮忙维护秩序。
7 月 10 日，雁荡镇 32 个村和 1 个
居委会的 480 名适龄青年参加了征兵
初检，初检合格 220 人，合格者中大
学学历以上人数为 160 人。
据悉，雁荡镇历来重视征兵工
作，今年加大宣传力度，应征青年人
数比往年有很大增幅。
据了解，为更好地宣传征兵工
作、为应征青年解疑答惑，雁荡镇特
别设立了征兵小组和政策咨询台。
7 月 10 日上午，南岳镇开展征兵
目测体检。
现场，医护人员对参加征兵目测
初检者进行身高、体重、外科、五

扫一扫 看视频
孔丽琴 摄 曾盼 制作
应征青年接受体检。施云轩 摄
官、视力等项目检查，严把征兵质量
关。据统计，全镇共有适龄青年 286
人上站目测，目测合格的 48 人，其中
本科学历 12 人。
7 月 10 日，蒲岐镇开展征兵初检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甜甜 通讯员 林格拉） 为进一步
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着力
改善磐石城镇总体面貌，近期，磐石
建 成 区 主 干 道 （迎 晖 路 、 珠 城 路 、
镇前路） 可视范围内的鸟笼式防盗
窗拆除工作正有序开展。近日，拆除
机械在珠城路启动运作，分批进行相
应的整改或拆除。
此前，磐石镇在调查摸底的基础
上，发动志愿者入户宣传，
将防盗窗所
带来的安全隐患、防盗窗整改意义、磐

工作，370 余名蒲岐青年在蒲岐中学
接受视力、血压、五官、外科、内
科、血检等一系列检查，该镇人武部
人员对照征兵工作相关要求进行有序
筛选。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露 通讯员
林郁杰） 为助力城中村改造工作，7 月 3 日，城东
街道团工委紧跟党工委步伐，组织青年志愿们开展
“青春跟党走 真情暖安置”慰问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走进东山南村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对
安置房内居住的老人们进行慰问，送上慰问品，将
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身边。
此次活动，青年志愿者们共走访慰问了安置房
住户 100 户，送出慰问品 200 件。慰问过程中，志愿
者们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同时悉心了解安置房住户
们的身体健康、生活环境等方面情况，还对安置房群
众们的切实需求进行调查记录。今后，街道团工委将
继续开展群众需要、群众喜爱的志愿服务活动。
百人徒步。芙蓉镇供图
发，大家沿主街区徒步并入户、入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
者 应裕智 通讯员 陈敏） 近日， 单位发放禁毒宣传小折页，沿途通
过“随手拍”方式记录此次徒步行
芙蓉镇党委、政府主办，镇总工
活动，通过“志愿者接力徒步行”
会、禁毒办承办的“健康人生、绿
色无毒、助力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 “健康生活随手拍”“禁毒防毒人人
传”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提高了
市”禁毒宣传健行徒步活动在辖区
全民参与意识，营造了向善向上的
黄金溪滨水广场隆重举行。该镇综
社会氛围。
治办、禁毒办、全科网格、芙扬爱
徒步队伍最终到达西塍禁毒公
心公益组织、禁毒、新居民志愿者
园，众人在禁毒公园内休整、参观
以及部分群众近百人参加了本次活
禁毒展板、禁毒宣誓等，再沿途返
动，用足迹丈量健康生活的宽度，
回，行程近 4 公里。活动最后，全
践行识毒、拒毒、防毒的承诺。
体人员还在主会场大型签名广告牌
尽管天气炎热，但参与活动的
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姓名，以坚
志愿者和群众的热情高涨。活动以
定、坚韧、坚决的意志体现了参与
黄金溪滨水广场为出发点，在旗手
禁毒、从我做起的决心。
的带领下按照方队整队并持旗出

拒绝毒品 珍爱生命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 茜 通 讯 员 王 晓 丽） 7 月 10 日 ，
盐盆街道召开全科网格工作会议暨
应知应会知识培训会，街道三套班
子 成 员 ， 各 网 格 指 导 员 、 网 格 长、
专职网格员等参加会议。
会上，盐盆街道党工委相关负
责人肯定了全科网格的工作成果，
通报了前期街道应知应会抽查结
报头题字:梁平波

果，并就下一步如何深耕网格工作
和应知应会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意
见。
会议还通报了 6 月份“平安三
率”抽查结果，部署了下阶段“平
安三率”工作，并强调各部门务必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平安宣
传，全面提升“平安三率”水平，
确保各项平安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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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
者 叶长一 通讯员王继） 为引导
广大青少年远离毒品，提高识毒、
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加大禁毒
宣传力度，近日，南塘镇邀请专业
人士走进南塘小学，举办毒品预防
专题教育讲座，并开展了以“拒绝
毒品 珍爱生命”为主题的禁毒征
文比赛。
据悉，征文比赛共收到参赛作
定价：每份 1.2 元

广告部电话：62579796

品 50 多篇，经过层层筛选，评出
一等奖 2 篇、二等奖 5 篇、三等奖
9 篇。南塘镇分管领导还专门为获
奖学生颁奖。
该镇有关负责人认为，这次禁
毒主题征文比赛有效地普及了禁毒
知识，使广大青少年更深更广地触
及到了禁毒这个平时不大去了解的
领域，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

印务公司电话：61600921

社区助力
“门前三包”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海燕 通讯
员 王丽旦） 7 月 10 日，盐城社区联合盐盆街道相
关职能科室人员，开展“门前三包”联合执法、
劝导监督、评比宣传活动。
现场人员分成四组，每组由社区党员骨干担
任组长，执法人员担任指导，带领市容环境监督
员向路人宣讲“门前三包”注意事项，对每家店
面评分，整顿路面交通秩序、占道经营等问题，
倡导文明新风尚。
活动中，盐城社区党支部与手牵手社工室党
支部联盟发动党员义工、社工、居民代表、青年
志愿者、母亲学堂师生等，参与路人劝导、店面
监督、现场评分和签定协议书、责任牌上墙等活
动。

石帆葡萄园迎客来

南塘举行禁毒征文比赛

盐盆：推进全科网格建设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望喜） 近
日，“乡村振兴 非遗助力”公益活动之传统曲艺
专场走进南塘，鼓词 《七仙女与桐庐故事》、莲花
《王十朋》、莲花 《高玑卖绡》 等节目唱词念白通
俗易懂，内容接地气，契合群众审美，大受欢迎。
据悉，“乡村振兴 非遗助力”公益活动之传
统曲艺专场巡演活动由乐清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主办，乐清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
乐清市曲艺工作者协会协办，旨在展现非遗保护
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传统曲艺的魅力，进一步丰富
新时代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巡 演 活 动 于 6 月 22 日 启 动 以 来 ， 陆 续 在 蒲
岐、虹桥、白石、大荆、城东、岭底、雁荡、石
帆等地演出 10 场。

青年跟党走
情暖安置户

走访谢家，没水吃了就帮忙打水，家
里脏了就帮忙清洁卫生，还经常买菜
送过去。谢某下肢发育有异常人，市
面上买来的裤子都不合身，连玉珠针
线活不错，自己动手帮她修改裤子。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们又
没什么关系，我怎么报答你啊？”谢
某经常这般叨念。
“我是一名网格员，你有困难，
我一定尽量帮助你。”连玉珠宽慰谢
某。
在外人眼里，连玉珠就像谢某的
家人，对她的照顾无微不至，不求回
报。连玉珠觉得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
人，给他们提供温暖的同时，自己内
心也是愉悦的。“我觉得自己做着一
份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网格员的
责任可大可小，只要我们认真工作，
真诚付出，就可以发挥不可估量的作
用。”连玉珠说。

石镇现阶段良好治安状况以及防盗知
识等告知各居民，晓之以情、动之以
理，获得了大部分住户的同意和理解。
磐石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已进
入整治关键期，开展镇区主要道路街
立面整治，拆除道路沿线的临时违章
建筑、突出防盗窗、违规广告牌等正
是近期花大力气快速推进的重点工
作。接下去，镇综治部门联同派出所
将加大技防投入，完善治安防控体
系，在强化社会管理、保障民众安全
上做好文章。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露 通讯员
卢晓玲） 今年以来，湖雾镇紧紧围绕深化农村改
革，结合镇情实际，以不损害农民利益为前提，加
强领导、精心指导、严抓质量，规范有序推进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截至目前，全镇应确权村数 16 个，完成外业
指界村数 16 个，完成率 100%；完成复核村数、公
示村数、合同签订村数分别 16 个，完成率都达到
了 100%，进度全市排名第一。
据了解，为推动确权工作顺利进行，一直以
来，湖雾镇注重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基
础，不仅宣传营造良好的氛围，还注重调查摸清底
数，通过查询以往资料、与村干部谈话、个别农户
调查等方式，详细了解各村原来的土地情况，摸清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底数。
“依据调查的情况，我们把 17 个行政村分成了
两大类。”湖雾镇有关工作人员介绍，其中一个村
由于全村水田收回村集体集中统一管理，不分配到
户的，符合政策规定，他们申请了暂缓确权外，其
他 16 个村为应确权村，按规定做好了确权登记工
作。而其中一个村还以整村确权确股不确地的形式
开展。
此外，湖雾镇十分讲究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方法，通过盯紧时间节点、把握测绘环节、实施
分类解决等多种措施，稳步推进确权工作。同时，
湖雾镇不仅以组织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保
障，形成了村干部抓全部、驻村干部抓重点户、联
村领导到村指挥的三级联动机制，而且注重业务培
训和责任落实，营造了村主职干部亲自抓、熟悉土
地承包的人员具体做、农民群众配合度高的良好氛
围，确保工作按时有序推进。

健行徒步 宣传禁毒

网格员像家人一家帮助她

拆除防盗窗 靓化城镇街景

湖雾土地确权
按时有序推进

十场非遗演出
助力乡村振兴

独居老人生活难自理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应裕智） 连玉珠是芙蓉镇前横村一
名网格员，也是一名新居民志愿者，
有一副热心肠。该村村民谢某智障，
丈夫前不久因病去世，生活艰难困
苦。连玉珠每天都去看望她，无私地
帮助她，让她的生活重新燃起希望。
谢某今年 63 岁，她与丈夫陈某
属于智力有缺陷的残疾夫妻，没有生
育。几十年来，两人生活只能勉强自
理。连玉珠在日常巡查时，特别留意
到这对夫妻，经常和他们聊天，关心
他们的生活状况。
今年 4 月，陈某因病去世，留下
谢某一人孤苦无依。谢某生活难以自
理，走路都依靠拐杖，要解决每天的
温饱问题都很困难，要站在板凳上
面，才能勉强够得着灶台。多亏了连
玉珠的贴心帮助，她的生活才能维持
下去。连玉珠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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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甜甜）
亚”台风过境，石帆街道的葡萄种植户们又开始忙
碌起来。7 月 12 日，记者走进霞雪村，只见农户们正
忙碌地查看葡萄成熟情况，清扫路面，为本周六开
幕的石帆街道葡萄文化旅游节做准备。
“这次风力确实大，但农户们做足了准备工作，
大部分葡萄园都没有受到影响。”石帆街道相关工
作人员说。目前，葡萄已经进入成熟采摘期，上周就
有不少市民前来采摘、购买葡萄。
据悉，本届葡萄文化旅游节主题为“寻味葡萄
相约石帆”，将于 7 月 14 日在绅坊动车站广场开幕。
游客们摘葡萄、吃葡萄、品美食，还可到周边大界
村、下贾岙、万东坑等村游览，体验田园休闲风光。
质量投诉电话：62579792

法律顾问：王荣迈 陈建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