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正伟被授予
“最美温州人”

本报讯
记者 陈薇拉

昨天上午，县委书记黄荣定

率队督查我县“礼让斑马线”、“垃

圾革命”专项行动，走访宗教界人

士，并开展节前安全检查。他指

出，正值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全县

各地各部门要提高认识、加强管

理、强化宣传教育，不断提升苍南

的文化素养，彻底改变苍南的不

良形象，让全体苍南人民和在外

苍南人在家乡度过一个欢乐文明

的春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锦

耀、县政协主席陈国苗及县领导

杨德听、蒋献生、陈为来、黄悌敏

参加督查。

在县交警大队指挥中心，黄

荣定一行通过视频监控，实时察

看了全县各地斑马线上车辆礼让

情况。记者在现场看到，清晰的

监控画面上，各乡镇的各条道路

上，车辆均有序行进着，不少路段

还有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在站岗

劝导，成为美丽的点缀。据介绍，

我县已先后建成40套不礼让斑马

线电子抓拍系统，累计查处不礼让

斑马线违法行为 8200 余起，日均

查处近200起，同时落实13条重点

示范路“交警路长”责任制，实行全

方位、多媒体曝光，目前，礼让率已

经超过 50%。黄荣定一行还现场

观看了“礼让斑马线”违法采集演

示，以及高空瞭望、电子警察、红绿

灯远程调控等科技设备运用，并对

我县的交通管理表示肯定。

随后，黄荣定走上街头，亲自

当起了“劝导员”，对礼让行人的驾

驶员竖起大拇指点赞，也体验了一

回“路人甲”，亲身检验“礼让斑马

线”的成效。走访中，黄荣定还亲

切地问候了站岗的志愿者和交警

等执勤人员，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劝

导情况和驾驶员、行人的配合情

况。他说，苍南的交通管理得到了

长足进步，交通秩序不断向好的方

向发展。随着“礼让斑马线”、“垃

圾革命”、“五水共治”等行动的推

进，苍南的软、硬环境都在不断改

善，各地各部门要围绕文化、法制、

责任、科技、投入五要素，进一步加

大科技的运用，并坚持长效管理，

长处着眼，近处着手，坚决打好“礼

让斑马线”的攻坚战和持久战，让

“礼让斑马线”成为苍南街头的文

明景观，共同建设美好的浙江美丽

南大门。

黄荣定等来到灵溪对务社区

水门村春晖路北段。原本脏、乱、

差的马路市场早已消失，清理成

为一片干净、空旷的空地。据介

绍，“垃圾革命”开展以来，灵溪镇

联合有关部门周密部署，多措并

举，出动执法车、铲车、渣土清运

车等10余车辆，对该处乱搭乱建、

垃圾乱倒进行依法拆除与清理。

该地块为村返回地，将进行集中

建设。黄荣定嘱咐相关人员，一

定要巩固成果，并抓紧实施建设，

彻底改变城市面貌。

黄荣定一行又赶赴龙港镇，

先后前往龙港汽车站、河底高天

主堂、基督教主恩堂，现场察看春

运情况、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情况

等。他要求，各地各部门一定要

紧绷安全这根弦，全面排查、定期

督查、加强管控，确保春节期间我

县各地平安稳定。在走访宗教界

人士的过程中，黄荣定指出，宗教

界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正能量，引导

信徒爱国、爱教、爱家乡，也要积极

参与到全县的“礼让斑马线”“垃圾

革命”等专项行动与公益事业中，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共同为

建设美好的苍南贡献力量。

“礼让斑马线”和“垃圾革命”从我做起

县委书记上街“劝导”点赞礼让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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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苍宣）近日，市委

宣传部通报表彰，苍南县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众筹模式获评 2017
年度温州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创新奖。

2017 年，我县制定相关政

策措施，通过“政府搭台”和

“民间众筹”模式，优化公共文

化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有效推进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改革。先后在

县城孕育出半书房·城市文化

客厅、抢红文化驿站，并向乡镇

延伸出龙港城市文化客厅、项

桥文化客厅、金乡卫城文化客

厅、矴步乡村文化客厅、箫逸美

术馆、张翎工作室、文德书院、

黄传会书屋等多种公共文化服

务运作模式。

为筹资本，我县先后组织团

队到苏州、杭州等地考察优秀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为苍南本地文

化服务建设提供借鉴经验。如

位于县城新区中心湖公园的城

市文化客厅，政府以免租 10 年

的形式提供给苍南半书房团队，

在原有半书房众筹人的基础上，

向社会进行二次众筹，最终筛选

50 余位热心人士参与创建，并

于 2017 年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

日”正式对方开放。注重以众筹

模式助力开展日常活动，如“在

苍南，从世界看中国”名家思想

沙龙活动，一周内众筹 11 万余

元。同样位于县城新区中心湖

公园另一侧的抢红文化驿站由

在外苍南商人出资100多万元建

设而成。

为筹智力，我县采用智力和

资源众筹模式，发挥众筹人中多

方面职业技能，在文化教育、网

络推广、商业运作等方面为后

期的运作提供有力的智力和资

源保障，推动众筹的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可持续发展，提高服

务品质。如城市文化客厅已举

办读书、教育、影视等各类文化

活动 270 余场，参与人员达 10
万余人。抢红文化驿站实施竞

争性磋商采购方式，向全县征集

第三方运营机构。同时发挥苍

南籍名人效应，如以苍南籍军旅

作家黄传会名字命名的“黄传会

书屋”，在六百年老街苍南矾山

福德湾揭牌，成为当地一道文化

新地标。祖籍苍南的知名作家

张翎将在藻溪镇建立作家创作

工作室，助推当地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

此外，我县还重推广，积极对

接新华社、中新社、光明日报等

中央、省市级媒体进行报道，广

泛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做

到一次策划多面宣传。加强与

县内外部门单位合作，融合多方

资本、智力、资源。继续探索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众筹

模式，以县城的半书房、城市文

化客厅、抢红文化驿站为“点”，

在县内乡镇“以点带面”延伸出

龙港城市文化客厅、项桥文化客

厅、金乡卫城文化客厅、矴步乡

村文化客厅、箫逸美术馆、张翎

工作室、文德书院、黄传会书屋

等多种运作模式。

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揭晓

我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众筹模式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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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看十九大·感受新变化”主题征文活动已启动一个多月，该活动由中共苍南县委宣传部主办，苍南县新闻宣传中心、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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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十九大·感受新变化”主题征文选登

□钟锦顶

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我们，长在红旗

下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祖国的面貌

发生了巨变，可以说是沧海桑田，人民生活

水平逐步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就是中国从“富起来”

走向“强起来”的五年。正是这一历史性飞

跃，标定了当今中国的崭新历史方位。对

于养育自己三十多年的故乡苍南，见证了

它三十多年的嬗变，尤其是近五年的发展

变化，可以说是对今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

用。本人感觉最为深刻的是交通出行方式

带来的革命，充分享受现代交通工具和共

享经济带来的福利。

小时候一条条狭窄的碎石路横穿整个

苍南。小学基本都是走路去上学，初中才

开始去上学，当时有一辆自行车，大家很是

羡慕了。记得上初一时一次从家里到学

校，路上积满水，全是水坑，坑坑洼洼，身上

全是泥水，眼睛都睁不开。而现在宽敞平

整的马路一条条的建了起来，车来车往非

常方便。高速公路早已建成，四通八达，非

常便捷。轿车进入普通家庭生活里成为出

行必备工具之一，甚至一个家庭有两辆私

家车。收入提高叠加上汽车进口税收的降

低，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私家车，比如我所在

的单位同事基本都有自己的私家车。与此

同时也带来的交通拥堵问题，道路不断更

新改造，还是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运输和

出行需求。政府提倡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

通工具，尤其在节假日期间交通很拥堵，高

速公路上排起长龙等待回家或者出去旅

行。在这近两年来，公共自行车运营而生，

这是一种低碳环保、绿色出行方式。我自

己就办理了登记手续，交了押金，从家里骑

到单位十分钟左右，很是方便，还没有堵车

的问题。最近还推出一款只用交100元押

金，只需支付宝上的信用评级和蚂蚁借呗

额度达到一定要求，就可以用支付宝扫一

扫交一两块钱就可以骑走的公共自行车，

人称小红车。到达目的地就可以上锁，放

在小巷里，更是方便。共享单车的确很方

便，尤其是在你打不到出租车的时候。甚

至，我们国家的共享单车早已在国外推广

啦，且好评如潮！

本人2007年参加工作，2009年来海洋

与渔业局工作，作为从事海洋与渔业工作

的普通一员，那时到苍南沿海一带下乡，我

们都是开金乡到渔寮、霞关的环海公路，由

于道路狭窄、线路唯一，经常早上很早就起

床下乡了，造成在路上耗费很长时间，晚上

回来很晚了，同事出差去霞关镇当天晚上

都回不来了，要在那里过夜。去赤溪镇下

乡往往要一个半小时以上，都是从金乡过

走金魁线，很是周折。住在龙港、宜山一带

在赤溪镇上班的政府工作人员，一周回家

只有一两次。灵溪到龙沙的灵沙大道投入

20 亿，已经投入运营了；贯穿县内东西走

向的观藻炎公路规划已在积极筹备中，投

资达80亿。以前我们到市局、省局办事或

者出差，很是周折劳顿，坐汽车出差的多。

现在不想开车，可以坐动车或者高铁。近

来，被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支付宝、

共享单车和网购颇被世人认同，这是一个

长国人信心的标志性说法，其中高铁就跟

交通有关联，高铁现在我国对外交流的一

张金名片。现在大家去杭州出差大多选择

乘坐高铁，大多一般三个小时不到，动车一

般在三个半小时左右行程。苍南县的动车

站即将实施扩容，投资力度达四五个亿。

2017 年 5 月 9 日举行的苍南客运中心站整

体搬迁暨汽车北站启用仪式，苍南客运中

心站实现“华丽转身”，广大苍南群众翘首

以盼的汽车北站正式投入使用。苍南汽车

北站的启用将辐射苍南全县的客运路线，

衔接“邻居”苍南动车站，共同组成苍南县

首个真正意义上的交通综合枢纽，做到“铁

路、公路零换乘，公交、出租无缝对接”，实

现“人便于行，车畅其流”，极大提升了苍南

城市品牌形象。至此，苍南县群众不仅能

够“足不出户”直接换乘高铁与长途汽车去

“远游”，而且可在站内轻松搭乘短途交通

工具进入全县各个乡镇。

公交、出租车、私家车和动车实现无缝

对接，出行中大大减少中途等待时间。也

可以到达动车站后，直接叫滴滴打车，到

达目的地。滴滴打车有好几个出行方式

可以选择:公交、顺风车、快车、专车、出租

车、代驾、单车、豪华车等。广大老百姓充

分享受共享经济带来的便利，可供选择的

出行方式更加多样。总之现在出行非常

便捷，选择自己喜欢的出行工具：公交、出

租车、私家车，而且随叫随机，上门服务，

对有行李的旅客出行带来便利。苍南县

委书记黄荣定认为，只有大交通才能促进

大发展，在温州要巩固提升浙江“铁三角”

地位的背景下，苍南不能缺位，必须打造现

代交通体系，明晰发展脉络，建设浙江“美

丽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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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岳正

我今年八十几岁啦，一世人（一辈子）都住在

这里拿锄头。我这个地方叫牛运垅，是矾山镇甘

茶村里面最偏僻的山头窟。原来我们这里有一、

二十户整百个人，十多年前后生人陆陆续续搬到

镇内街路和灵溪去住，有的是去赚钱，有的是村

里的学堂没了，小孩没处读书，四、五年前到现

在就剩我们四、五个老人家。你问我现在的共产

党政府怎么样个，我讲真真是好的“没处来”（谁

也比不上），我们这里这几年的变化真真是大显

（兮）大。

我先讲这里的路。以前我们这里二、三里路

全是土路，有的中央垫几块石头，一窟一垒，落雨

天路面窟窿积水烂糊糊，老人小孩一不留心就

要跌倒。我们厝前的一截路是田岸路，路面不

到二尺阔，两旁全是水田，一旁的水田比路面还

要矮一人多高，什么车也开不进来。早几年有

个骑摩托后生囝硬顶要开，结果开开就开到田

下坎去了。讲来不怕你笑，以前我们即使在雨

歇后大好天去矾山也要带两双鞋，一双是水鞋，

是走这段土路时穿的；另一双是好天穿的鞋，不

然大日头鼓你穿水鞋在街路走不给人笑死！？水

鞋换下后就藏在路边的草蒲茏里面，回来时又再

换上。四、五年前村里修水泥路，我们顶怕怕政

府会说我们这里人少不给修。政府好就好在这

里，照样把水泥路修到我们厝门口，现在连小轿

车也能开的进来，出门方便显方便。我们老人在

闲谈时经常讲：出门就是水泥路，走一天也不用

踏土。再说水。最早我们吃水一直是用墙角边

的一个小水窟，后来人多了不够用，也不卫生，

就各家各户自己用塑料管把山沟内的水牵（引）

来，不过天旱时水也不够用。三年前政府看我们

吃水困难又不干净，就在厝后门的山岗顶给我们

建了一个 水塔，我们连水管也不用买，政府就把

水一直牵到水缸。以前我们是在门口埕田坎边

掘的窟子里洗衣服，现在水有显有，我们都买了

洗衣机。我囝儿孙都搬矾山住，媳妇歇几天就要

来给我洗衣裤，只可惜我用不来，用的来的话我

就自己洗了。还有你们来时有看到没有，路边新

立的“电支杉”（电杆）面顶都装了路灯，我们这

几处厝就装了三盏，每天天未暗灯就光起来了，

夜里头白雪雪光显光。这是三个月前政府给我

们装的，我们几个老人家开玩笑说差不多一个人

可分一盏路灯，明年六月夜里头就可以在埕子内

讲天说皇帝啰。还有什么宽带，也牵到厝门口，

听讲是电视电脑用的，就这一个我们老人家没当

用……

我跌倒不识一个爬字，大道理讲不来，电视也

看不懂，又很少出门，现在给你讲的这一些都是我

们厝边的事，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囝儿孙要我搬

街路住他们厝内，我讲现在我“人体”（身体）也“雕

雕”（健康），养几只土鸡，种几窟葱菜，日子一天一

天也过的“紧显紧”（很快）。政府每个月给我们老

人家百外二百块钱，烟钱零食钱全有，你们又三天

两头送菜来，住在这里也好显好。现在的时世啊，

我觉得真真是快活显快活。

你若还想听，我再对你讲讲另外一件事。昨

天我二弟对我讲起，讲那天他矾山的一个亲戚对

他说，她那个带疾的儿子一个月前搬到灵溪新厝

住了。我弟不相信，她“臭耳聋”儿子是吃低保的，

她自己拿的退休金也只够吃饭，灵溪的厝顶少也

要几十万，啥钱买新厝住？给你猜你也猜不着，原

来是政府分配给他住的，听讲是政府在灵溪坝头

起起来专门给低保带疾人住的，内面灶间卫生间

全装好好，爬楼顶落楼脚全坐电梯，自己总用两万

几块钱隔隔间和买一些电器。还有闭路费不要，

水电费减免……她讲自己做梦也梦不着有这么好

的事情。真真的，不要讲她梦不着，啥子（谁）会梦

的着？现在的政府啊，啧啧！

一个留守老人
的心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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