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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海虹 通讯
员 余甘棠）近期，乐清交警打造车管业务“一站
式”服务新模式，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以往，市民办理车辆上牌业务总要四处奔波，
购置车辆后先要到保险公司为车辆投保，然后到税
务部门缴纳车辆购置税，再到车辆检验机构查验车
辆，最后到车管所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才能上
牌。不但要在多个部门间奔波往返，还要在业务窗
口排队等候。

为改变车主“多部门跑、多窗口办”的传统格
局，乐清公安交警部门在市二手车交易市场建立机
动车登记服务站，为市民提供车辆临时号牌、注册
登记和二手车转移登记、违法处理等业务服务，并
通过多方努力邀请保险公司、税务部门等进驻服务
站，打造了“购车、上保、完税、查验、上牌”的
完整闭环，车主只需排一次队即可完成车辆查验、
缴税、选号、上牌等“一站式”服务。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丽萍

现在许多交管业务可以在网上办理，比如像6
年免检车辆申领免检标志，在微信上就能搞定，你
试过吗？

在微信上如何申领免检标志？很简单，先关注
“乐清交警”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温州交警
5.0”进入小程序页面，选择机动车业务中“免检
机动车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或在搜索中输入“免
检”，阅读温馨提示内容，选择“我已阅读以上内
容”，点击确认，选择自己名下车辆，点击提交，
随后拍照上传行驶证和交强险凭证，选择免检标志
的领取方式。

领取方式有两种，分别是窗口领取和邮寄到
付。如果选择后者，先确定邮寄公司，并填写收件
人信息，最后选择刷脸认证模式，进行“刷脸”确
认并提交，网上申请流程即完成。申请成功后，公
安交管部门网办中心将在一个工作日内办理，并交
快递寄上门。

不过要注意的是，微信申领免检标志的免检车
辆范围为注册登记6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含大型
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不包括面包
车、7座以及7座以上车辆，不包括从车辆出厂之日
起，超过4年未办理注册登记的车辆，同时车辆须没
有发生任何伤人交通事故。符合新车注册起6年内
（不含第6年）免检车辆的车主，可以在年检有效期
前2个月提出申请。申请前车主应确保涉及该车的
交通事故和交通违法处理完毕，并确保该车的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车船税证明在有效期内。

用歌声传递乐清力量
歌手吴韦瑶演唱抗疫歌曲《山知道 水知道》

申领车辆六年免检标志

微信可搞定

乐清车管服务
“一站式”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露露
通讯员 吴伟伟

3月24日是第25个世界防治结核
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携手抗疫
防痨，守护健康呼吸”。昨日，华山医
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中国每年结
核病患者数量为86万人左右，是当下
新冠肺炎患者的十倍，春季是结核病
高发期，这个至今仍对大家健康造成
巨大危害的古老呼吸道传染病，应引
起更多的关注。“张文宏警示结核病”
这个关键词，昨天也登上了新浪微博
热搜的第一。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近三
年来，乐清结核病发病率一直居于甲
乙类传染病之首。结核病是由结核杆
菌感染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呼

吸道传播是其主要传播途径。

三类人高发

“春天天气忽冷忽热，市民容易
感冒，体质下降时，便容易感染。”
市疾控中心结防科科长赵城寒介
绍，肺结核曾经被视为不治之症，
现在规范的临床用药可以有效治
疗，但许多患者把结核病看作小感
冒，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并成
为传染源，一个结核病患者可传染
10名至15名健康人。与传染性肺结
核患者有密切接触者、免疫力低下
者和从未接触过结核菌者，更应注
意对结核病的预防。

那么有哪些症状时，应警惕自己
是否患病呢？赵城寒称，肺结核的常
见症状是咳嗽、咳痰，伴有痰中带
血、低烧、夜间出汗、午后发热、胸
痛、疲乏无力、体重减轻、呼吸困难
等症状。如果以上症状持续 2周以
上，应高度怀疑得了肺结核，及时到
医院就诊。乐清结核病定点门诊在市
人民医院，患者看病时，应提前预

约，戴好口罩前往。

该如何预防

要预防结核病，首先要注意避开
传染源，即活动性肺结核者。由于结
核病是通过空气传播，因此，如果有
人被确诊为结核病，应自觉戴好口
罩，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老人、孩
子等属于易感人群，应通过体育锻炼
增强抵抗力。

春天气候干燥，人体的水分容易通
过出汗、呼吸而大量丢失，所以要注意
补充水分，养成多饮水的良好习惯，保
持体内的水分摄入量和消耗量平衡。讲
究卫生，注意开窗通风，人感染结核菌
和其所处环境的空气中结核菌浓度有
关。开窗通风，降低空气中结核菌的浓
度，是预防结核菌传播的重要措施之
一。此外，饮食起居规律，按时休息，气
血畅通，抗病能力才能提高。如果家里
或身边有人得了结核病，应及时采取有
效预防措施，将结核病患者的物品在阳
光下暴晒，用84消毒药水对家里进行
消毒，并保持家里开窗通风等。

患者需定期复诊

赵城寒介绍，结核病治疗普遍需
要6-9个月，最近是特殊时期，个别
肺结核病患者由于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担忧，暂时不想到结核病定点医院复
诊取药，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

抗结核治疗强调“早期、联
合、适量、规律、全程”。其中，规
律指每天按时按量服药，以杀灭结
核菌并防止耐药菌产生。如果因各
种原因间断服药，极易导致抗结核
治疗失败，并可能发展为耐药结核
病而增加治疗难度。抗结核治疗
中，肺结核患者需要定期到结核病
定点医疗机构复诊。

患者到公共场所以及在家与他人
接触时应佩戴口罩，居家期间，房间
应保持持续自然通风，勤洗手，用过
的寝具等物品在强阳光下直晒半日，
可有效杀死结核菌。建议与家人采取
分餐制，并用煮沸或高压蒸汽的方式
对餐具进行消毒，照顾结核患者的家
属根据环境和患者情况，佩戴不同级
别的防护口罩。

春季高发！三类人群应警惕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露露
实习生 王云颖

“知道你那无畏的身影，在风
中，在雨中，总是和春天一路同
行……”日前，抗击疫情原创歌
曲《山知道 水知道》正式发布，
在中国网展播后，深受网民喜
爱。该歌曲由朱思思作曲、石顺
义作词，乐清青年歌手吴甜甜
（吴韦瑶） 演唱，黑鸭子组合伴
唱，亚洲爱乐乐团演奏。

值得一提的是，作词者石顺
义是国家一级编剧，其代表作
《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兵
哥哥》大家耳熟能详；作曲人朱

思思创作过大量风格多样的歌
曲、影视音乐及器乐小品等，注
重将民族、古曲及戏曲等元素融
入现代音乐中；演奏方亚洲爱乐
乐团汇集了来自全球31个知名乐
团最有才华的亚裔音乐家；而

“黑鸭子”是中国最早的和声组合
之一，擅长以情带声。“完美的组
合，才能完美演绎出动人的旋
律。”吴韦瑶说，“希望我的歌声
传递更多的乐清力量，鼓舞、歌
颂抗疫一线的奋战者。”

据了解，吴韦瑶自部队转业
回到家乡后，热心音乐文化和公
益事业，作为乐清市流行音乐学
会主席，带领协会诸多文艺人士

创作了大量抗“疫”曲目，如
《全民一心 抗击疫情》《我不想离
开你》《平安是你我最大的牵挂》
《这一首歌唱给你听》《我相信》
《阿达战“疫”》、舞蹈《抗疫·芳
华》等。其中《这样的你》致敬
广大战“疫”女性，被人民网、
浙江新闻、中国妇女报网站录用
展播。

吴韦瑶说，2 月底复工以
来，乐清流行音乐协会录制推送
《复工口诀》手语视频教程，帮助
市民提高卫生意识，学会自我防
护。近日还举办了《一袖云》陶
笛葫芦丝演奏、卡吧文化驿站线
上音乐轰趴等活动。

吴韦瑶在录歌吴韦瑶在录歌。。本人供图本人供图

“这个清明粿软糯香甜，好吃！你们辛苦了，
谢谢！”3月25日，蒲岐镇华秋村孤寡老人王奶奶
一边吃着热乎乎的清明粿一边夸赞道。当天，乐清
市爱递乐爱心公益服务中心的慈善义工们将数百个
清明粿陆续送给虹桥、蒲岐、淡溪、南岳、天成和
石帆等乡镇（街道）的孤寡老人，让他们在清明
时节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乐清市爱递乐爱心公益服务中心自成立以来，
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慈善公益活动。特别是抗“疫”以
来，第一时间组织社会捐赠口罩等防护物资，并以最
快的时间送往最需要的防疫第一线，送给执勤卡口、
山老区以及敬老院等地方，给他们带去了“及时雨”。
同时，该中心慈善义工还自发开展送爱心餐点活动，
给战斗一线的人员送去了温暖和关爱。

3月23日早上8时，乐清市爱之绿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的义工屠海旦又准时地出现在北白象镇水塘
垟村新拓桥执勤点。

在抗疫期间，屠海旦曾两次主动请缨到一线卡
点开展义务执勤。不仅要给进出人员量体温、查看
健康码，还要反复做好老人的防疫宣传工作。每天
重复繁琐的工作，屠海旦却觉得自己多说一句，就
可能多帮助到一个人，多一份细致，就为村民多了
一份保障。

每天戴着口罩执勤14个小时，屠海旦的耳朵
被口罩勒得红肿，一天反复地讲述，嘴巴说到发
麻，但是她都暗自鼓励自己：再坚持坚持，一切都
会好起来的。

在这场战“疫”中，不少慈善人用实际行动书
写着平凡人的感动和力量。冲在抗击疫情一线的治
安反扒协会、雄鹰应急救援中心；坚守各区隔离点
30多个日日夜夜的龙之野民兵连队；默默奉献奔
驰在运送物资路上的山岳应急救援中心；为环卫工
人购买日用品和消毒用
品的虹福爱心协会；无
私捐助环保酵素消毒液
的龙华日用公司；免费
为居民卡点服务的爱心
医生吴晓珍；还有众多
踊跃捐款默默奉献的慈
善义工们。他们用自己
力所能及的力量和方
式，守护着大家的家，
温暖着大家的城，为疫
情防控工作奉献绵薄之
力。

人人都是“慈善家”
慈善系统、慈善义工用爱抗“疫”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戚梅丽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胜关

键阶段，乐清市慈善总会充分发

挥慈善组织爱心桥梁作用，及时

倡议爱心企业以及社会各界踊跃

捐款捐物，汇聚各方爱心，助力

全市疫情防控，截至3月24日，

累计接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专项善款共2366.81万元，累计

支出2340.45万元。

自疫情防控启动以来，乐清
市慈善总会及时开启捐赠通道，
第一时间动员社会力量行动起
来，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踊跃捐款捐物，携
手抗疫,积极扛起慈善责任。

在募捐及防控工作中，乐清
市慈善总会班子成员冲锋在前，
形成广泛动员、上下联动的募捐
工作局面。爱心企业和个人纷纷
响应，慷慨捐赠，汇聚起了满满
爱心和慈善的力量。

叶玉琴10万元、王仕波6万
元、施久才20万元、温州群英电
子有限公司5万元、柳市现代广场
5万元……在慈善总会的广泛发动
下，捐款名单上不断涌现新的名
字，涓涓细流汇成浩瀚江海，滴
滴爱心聚成无疆大爱。

“乐清的企业是很有担当的，
乐清的人民是很有温度，乐清的
社会团体是很有爱心的。我们会
把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每一笔
善款、每一件物资都发放到防疫
一线，真正做到守望相助，共克
时艰。”乐清市慈善总会负责人
说，两个月以来，总会积极组织
募捐、慰问一线，还给“最美温
州人”赖小东家属送上了抚恤慰
问金，并安排慈善义工定期给他
们帮助和关心。

搭好连心桥

“阿公，这是送给你的口罩。你
看，口罩是这样戴的，颜色深一点的
朝外面，淡一点的朝里面。”近日，
乐成街道慈善分会举行了“关爱一线
人员，暖心赠送口罩”活动，工作人
员到城北敬老院给老人送上口罩，并
教他们如何正确佩戴。

其间，乐成街道慈善分会还给辖
区东门、南门、西门等14个社区和村
居赠送了1500只口罩，为他们送上
健康防护物资。接下来，该分会还将
继续给山老区老人赠送口罩。

随着疫情的发展，很多战斗在一
线的工作人员时常吃不上饭，只能吃
泡面充饥，一天下来，精疲力尽。虹

桥镇慈善分会的义工们主动请缨，加
入到食堂队伍中来，确保一线人员

“粮草充足”。
买菜、备菜、烹煮、打包外送，

从2月1日开始，义工队队长胡旭华
带领林炫霖、连乐华、金春芬等十多
名义工化身“外卖员”，每天围绕菜
场、厨房、卡点“三点一线”，就是
为了能让留观人员和一线的工作人员
都能准时吃到热乎乎的“暖心餐”。

“那时候每天要准备上千份饭
菜，最多一天运送了3000多份，累
计提供近10万份午餐和晚餐。”胡旭
华称，工作人员的工作量非常大，但
是他们从没一句怨言，小小的厨房，

承载着大家的热心，也为防疫工作提
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

当好暖心人

画好同心圆

乐清市慈善总会联合乐清市农业农村局、乐清市铁皮石斛产业协会给战“疫”一线人员送铁皮石斛。

本版图片由市慈善总会提供

扫一扫
关注“慈爱乐清”

微信公众号慈善义工给摊主送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