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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叶泱程
通讯员 徐思寒

9月15日下午，在乐清市文化馆
小剧场里，一场有声有色的“节目验
收”活动正在进行中。此次活动由乐
清市乡村艺术团参演，得到了在场人
员一致好评。

近日，温州市文化馆公益大联盟
牵手乡村艺术团点单基层行走进乐
清，为乐清市乡村艺术团“送文化”。
活动中，温州市文化馆在市本级公益
大联盟100多家机构的师资中精挑细
选出的10位优秀专业老师，以及乐清
市公益大联盟74家艺术类培训机构派
出的10位优秀老师，通过一对一的指
导和特训，使乐清市乡村艺术团队员
得到精准的培训和提升。

此次辅导课程内容丰富，涵盖了
古典舞、民族舞、合唱、葫芦丝、戏
剧、越剧等多个艺术门类。在为期两
天的时间里，20位老师奔赴不同的乡
镇 （街道） 为20支乡村艺术团将近
400余名团员进行培训指导。

公益大联盟和乡村艺术团是温州
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打造的特色品牌项目，一个联动社会

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另一个发动
基层力量实现文化的自我供给。让这
两个品牌牵手合作既能充分发挥社会
力量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精准
对接，又为搭建文化服务方式从“送
文化”向“种文化”转变的新格局激
发内在动力。

当天，记者走访乐清市文化馆看
到，参与下午验收活动的7个艺术团
在各自的排练室里，都在进行紧张的
排练。“这次的培训活动，我们都期待
了很久，需要准备的道具服装也都早
早地准备好了。”乐成街道东门社区梨
园乡村艺术团负责人支绍琴说，他们
非常珍惜此次机会，学得也非常认真
仔细。“李珍珍老师虽然今年 75岁
了，但她一上课就立马进入状态，我
感觉我们经过她的‘打磨’，档次都上
去了不止一点点哦！”

“我们此次表演的是葫芦丝演奏
《阿瓦人民唱新歌》，表演得非常成
功，真的太感谢老师对我们耐心的指
导了。”来自苍松艺术团的王曼聪对记
者说道，她们昨天一早开始排练曲
目，因担心第二天不能拿出像样的作
品，在前一天晚上还与小伙伴们一起

“加班”了两个小时，当表演完看到台

下老师嘴角的笑容，感觉自己的努力
没有白费。

据悉，自2018年起，温州市推出
“乡村文艺繁星计划”，通过公共文化
服务从“向基层送文化”到“在基层

种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转型。以
组建乡村艺术团为抓手，促进村民实
现文化自给。截至日前，乐清市共有
乡村艺术团527支，实现了乡村艺术
团25个乡镇（街道）全覆盖。

“送文化”变“种文化”
20位专业老师上门，为乡村艺术团“提档”

■乐清日报
全媒体记者
蔡甜甜

说起乐
清公益服务
界的“老大

哥”，大家都会喊出那个名字：“沈岸
勤”。沈岸勤是乐清市一心一意公益联
合会党支部书记兼会长，从事公益服
务将近20年来的他将公益事业做出了
一片广阔的天地。

早在2002年，沈岸勤与一群网友
聚餐时，有人提议：与其将钱用在吃
吃喝喝的活动上，不如拿来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
响应。当年重阳节，他们每人拿出几
百元，买了慰问品前去看望敬老院老
人。大家热情地为老人剪指甲、梳头
发、表演节目，老人们喜上眉梢，也
让他们尝到了参加公益活动的甜头。
从此，沈岸勤便对志愿服务“上了
瘾”。

这么多年来，沈岸勤组织的公
益活动内容多样，服务对象涵盖面
广，这其中就包括可爱的军人。每

年“八一”，沈岸勤都会组织志愿者
们，带着精彩的节目、热情的问候
走入驻乐部队，开展“军民一家 鱼
水情深”联欢会。多年前，一场拥
军活动，让他至今印象深刻。那天
细雨霏霏，会员们在雨雾中，为战
士们送去了自编自演的独唱、小
品、军体拳等精彩节目。临近傍
晚，战士们还和会员一起动手，做
了一顿香喷喷的军营饭。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给
他们送去问候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
认可和满足。”军民融洽的氛围，让大
家对服务军营的热情度更高了。

沈岸勤在发动会员们一起开展
拥军活动的同时，还注重爱心传
承，组织“公益小天使”，跟随各自
爸爸妈妈参与活动。去年，一心一
意公益联合会与乐清团市委、乐成
街道妇联等一起，走进武警部队，
开展了一场以“加强国防教育，传
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
动。在活动中，每位“公益小天
使”除了进行训练垫的认捐，还通
过队列训练、参观内务、叠被子等
一系列活动，切身感受了武警军官

的日常，提升国防安全意识。
谈起多年来坚持拥军活动的初

衷，他笑道，他也曾有一个“军营
梦”，年轻时报名参军，但因种种原因

没能如愿。“通过公益活动，走进军
队，感受部队的氛围，为这些可爱的
人们服务，也算是圆我的‘军营梦’
吧。”

·双拥宣传专栏·

沈岸勤：当不了兵 就服务军人
“最美拥军人物”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丽萍）为记录和展示北白象的社会
生活变迁和经济发展历程，挖掘北白
象独有自然风光和人文艺术形式，北
白象镇党委和政府、市文联、市摄影
家协会于近期举办“古韵遗风 工业
乐游”北白象摄影大赛与照片征集活
动。

据了解，老照片征集要求为拍于
2000年之前的反映北白象风情民俗、
特色人文、生活变迁等内容。参赛作
品要求为近期在北白象镇内拍摄的有

关自然风光、人文风情、经济社会等
内容。比赛不收参赛费，摄影爱好者
均可参赛，每人限投15幅作品，传
统、数码、黑白、彩色作品均可，组
照认定为一件作品，一组组照组成照
片最多为 8幅。征稿只接收电子作
品，接收邮箱为：860325057@qq.
com，作品要注明“摄影大赛征稿”
字样。比赛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
奖若干，获奖者将颁给奖金和证书。

感兴趣的市民赶紧参加吧，征稿
现已开始，截至11月30日。

你有北白象的照片吗？
快来参加比赛吧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甜甜）“十
分感谢这位张师傅，要不是他拾金不昧，老人家
现在还不知道有多着急呢！”9月15日，市区陈老
伯的家人给本报新闻热线61116222打来电话，希
望通过《乐清日报》，感谢出租车司机张生塘。

事情发生在9月14日中午，90岁的陈老伯在
中国工商银行乐清支行取了钱后，沿路拦了一辆
出租车回家。在目的地文笔巷附近下车后，老人
付钱直接离开了。到家后过了一阵子，他才发现
钱不见了。看到陈老伯又急又心疼，他的家人们
也忙着帮忙联系市运管部门，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寻找那辆出租车。

而在另一边，陈老伯所乘坐的、车牌号为浙
CET031的出租车司机张生塘也没有闲着。“老人
下车后，我开出去一段路，才发现后座有个黑色
塑料袋。”他打开一看，里面是5000元现金和一张
存折。他赶紧回到下车点，但是早已不见陈老伯
的人影。“因为不是通过网络平台叫的车，没有联
系方式，想找到人就很困难。”张师傅说，他在下
车点附近等了足足一刻钟，都不见人回来找钱，
他决定先把钱保管好，等下班了上交公司寻找失
主。当天下午，陈老伯的家人通过运管部门找到
了张师傅，张师傅得知后很高兴，连连表示要将
钱亲自送回来。9月15日上午，他专程开车来到
文笔巷，将钱和存折送还给了陈老伯。

面对陈老伯家人的现金酬谢，张生塘拒绝
了。“老人家丢钱一定着急，能找回钱，我也了了
一段心事，挺好的！”张生塘笑道，他在乐清开出
租车有四年了，这样的事碰到过不少，每次都会
如数归还失主，他说，这一切都是应该做的。

九旬老人乘车丢钱
的哥专程送回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露露 通讯员 林晓秋

上周六，9岁的罗罗（化名）被家长紧急送到
乐清市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快给看看，他突然看
不见了！”经过检查，医生发现罗罗眼睛黄斑部的
视网膜神经纤维层、色素上皮层及脉络膜层受到
了灼伤，导致这些组织充血、水肿、裂孔，甚至
可能是永久性的损伤。原来，罗罗的家长给他买
了一支激光笔当玩具，孩子东照西照玩得不亦乐
乎。当天，他不小心将激光笔对着自己的眼睛一
照，随着一声惊呼，孩子捂着眼睛喊：“我看不见
了！”经过医生检查和积极治疗，罗罗的视力有所
恢复，但医生也遗憾地告诉家长，想恢复到原有
的视力是不可能了。

罗罗玩的这种激光笔很常见，在一些小店里
都能买到，网购平台价格则更低。很多孩子拿激
光笔当玩具，但其实这却是一种“新型”的视力

“杀手”。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洪介绍，很
多家长可能认为激光笔就是一种好玩的玩具，孩
子喜欢就买，但是家长却不知道激光笔背后的威
力有多大。

“眼科经常会接诊到这样的病例，且以低龄
段孩子居多，这都是家长不注意看护造成的。”王
洪说，黄斑是视网膜的一个重要区域，聚集着大
量的视锥细胞，是视力最敏感的区域。而视锥细
胞几乎没有再生能力，一旦损伤，其功能难以恢
复。因此，任何累及黄斑部的损害都会引起中心
视力的明显下降，视物色暗、变形等。由于黄斑
区视网膜色素密集，更容易吸收激光的能量。激
光笔由于光线聚焦性较强，照射黄斑部位后，会
产生发热效应，从而灼伤黄斑区，对黄斑造成永
久性损伤。而且因为孩子的视网膜特别薄，位于
视网膜中央的黄斑更是视力最薄弱的区域，一旦
被激光照射很容易刺伤黄斑区，黄斑出现裂孔，
造成失明，即使是通过手术治疗，也很难恢复到
原来的视力了。

记者了解到，这种看起来好玩且售价不贵的
激光笔，孩子只需轻轻一按，就会射出各种好看
的有色光束，孩子们很喜欢，甚至会选择功率
大、光束强的激光笔来玩。在此，真的要提醒广
大家长，千万不要将激光笔作为玩具给孩子玩，
并向儿童宣传相关的危害知识，成人在使用激光
笔后应放置在儿童无法触及的地方。

差点被“亮瞎”
别让孩子玩激光笔

参加验收的艺术团在排练参加验收的艺术团在排练。。市文化馆供图市文化馆供图

沈岸勤（左二）跟伙伴们沟通公益活动细节。本人供图

综合信息
●杭州市公寓13336959865中介带看

遗失声明
遗失发货人浙江所特缝制机械有限公司通过

深圳市金源浩进出口有限公司签发的一套正
本提单（三正三副），提单号：A8020086962，
航名航次：KMTC MUMBAI 2005W，声明
作废。

遗失乐清市北白象镇金炉村中共北白象镇金

炉村第二支部委员会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翁垟镇新河村陈通存的建设工程规

划 许 可 证 ，证 号 ：1998 浙 规 证
0350311426，批准时间：1998 年 7月 8
日，声明作废。

遗失乐清市石帆街道上官塘村徐久朝的

浙江省村镇农（居）民建房许可证，
NO.1739703号，声明作废。

遗失陈燕浙C278EW太平洋财产保险

有 限 公 司 保 单 ，保 单 号 ：
AWEZ553Y1419B067265A，商业险流
水号：CFBA1910124028，声明作废。

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
债务的公告

乐清市钱氏中草药胃病专科研究
所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决定注销，清
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清算组电话：13968738789。
乐清市钱氏中草药胃病专科研究所

2020年9月15日

温州康正汽车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本委定于2020年10月26日9时在乐清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地址：乐
清市乐成街道人民路2号8幢)公开审理申请
人刘鸯与你单位的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等劳
动争议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
浙乐清劳人仲案(2020)182号仲裁申请书副本
及应诉、举证、开庭、庭组成员通知书等材料，
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依照《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请
你单位提前到本委办理案件的相关手续并准
时到庭参加庭审。逾期不到庭，本委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六
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本案作出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乐清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16日

乐清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乐清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乐清市夏威夷大酒店有限公司：

本委依法受理申请人苏义士与你单位劳
动报酬、补缴社保、经济补偿金、二倍工资等
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浙乐清劳人仲案〔2020〕61号仲
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
裁决书（地址：乐清市乐成街道人民路2号8
幢207室），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
裁决，如不服本裁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
情形的，你单位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逾期本裁
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乐清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16日

尊贵的鸿锦嘉园业主：
您好！
我公司开发的鸿锦嘉园项目

（推广名：华鸿万墅）已具备交付条
件，兹定于2020年 9月 18日至9
月20日交付。具体交付事宜，详见
我公司寄给您的《交付通知书》。

特此公告
乐清鸿祥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3日

鸿锦嘉园
交付公告

2020年8月21日，乐清市国土
空间规划委员会主任专题会议在市
人民政府五楼一号会议室召开，会
议研究讨论了乐清市 Zx-16a-1、
Zx-16b-1地块以及乐清市中心区
G-b17 地块的规划设计和建设问
题。现将拟定的设计方案进行公
示，公示期7天（2020年9月16日

—9月23日），欢迎广大群众及相关
利害关系人向市规委会办公室提出
宝贵意见。

详细情况和相关图件见乐清市
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yue
qing.gov.cn/。
乐清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9月15日

乐清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主任专题会议规划公示

我局已受理了乐清市骐顺畜牧养殖
有限公司提交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项目名称：乐清市骐顺畜牧养殖有
限公司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乐清市城东街道云海村。
建设内容：企业拟投资7827.8万元，

租用乐清市城东街道云海村的土地兴建
生猪养殖项目。项目总租用土地约
35178m2，总建筑面积16004m2，主要建
设内容为：2间育肥室，1间分娩保育室，
1间配怀室，1间公猪室，1间隔离修养
室，1栋办公楼，1栋管理用房，1栋饲料
仓库，1栋诊疗室和1栋消毒室以及配套
的公用、绿化、环保等工程。项目投产后
年出栏优质商品猪约1.5万头。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电子稿及公

众参与情况的说明详见乐清市政府信息
公开网（xxgk.yueqing.gov.cn，市级部
门→温州市生态环境局乐清分局→信息
公开目录）。

即日起，公众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到
乐清市政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或来
电向我局反映问题或提出有关意见和建
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的有
关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
申请听证的权利。若有要求听证的，应当
在公告期间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
申请。

联系电话：0577-61882584
传 真：0577-61882586

温州市生态环境局乐清分局
2020年9月15日

关于乐清市骐顺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情况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