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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百九十九）消防安全小知识

当 0571- 12340 或
0576-12340来电时，请记得
一定要接哦！我们正在做一
项关于对黄岩生态环境质
量公众满意度的调查。请在
接受访问的时候准确表述，
尽量不要使用“说不清”“还
好”等含糊语言，您的回答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美丽黄岩办

@黄岩人，0571-12340等这
两个重要的电话一定要接！

冬季防火首防“电老虎”
随着入冬进程“加速”，气温越来

越低，取暖设备也成了不少家庭的常
用品。专家提醒，冬季防火，正确使用
大功率电器是关键。

一、探因：用火场所增多与警惕
性降低

火灾频发，为何偏在冬季？专业
人士分析，这不仅与气温降低有密切
的关系，同时也与人在冬季身体容易
困倦导致警惕性降低有关。

气温低时用火或用取暖设备的
场合增多，在夜间尤其是深度睡眠期
间对火灾突发的预警能力下降，一旦
夜间发生火灾，容易造成“小火亡
人”。小作坊、小档口、小娱乐场所等

“三小”场所若存在违规住人等情况，
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引燃堆积的货物
或生产设备并进一步蔓延，住户逃生

无路。
同时，消防部门相关数据显示，

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者在每年火灾
亡人总数的占比均在五成左右。缺乏
行动能力的老人和无人看护的小孩
在灾难发生时往往容易成为受害者。

二、防火：大功率“电老虎”是头号
目标

城市居民很少使用明火了，为何
在冬季仍遭遇火灾？统计表明，电气
火灾仍是火灾发生的最主要类型，约
占火灾总起数的三成左右。电烤炉、
空调等大功率家电常被人称为“电老
虎”，这些“老虎”正是冬季防火的头
号目标。

比如暖宝宝、电热毯、电暖炉等
取暖设备是不少市民家中冬季必备，
但是如果这些设备存在质量不过关、
电线短路等情况，火灾隐患自不必

说，不少居民在冬季使用大功率电器
取暖时过于疏忽，造成了火灾。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在冬季要掌
握正确的取暖方式，时刻谨慎，提高防
火意识，加强隐患排查，这样才能防止
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冬季消防安全。

三、支招：冬季防火留意取暖设备
冬季防火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

方，又有哪些隐患需要排查？以下四
大招可以赶紧学起来：

电热水袋充电要留心。电热水袋
使用周期一般是 2-3年；购买正规产
品，在通电储热时，要放平整，切勿放
置在纤维织物或不耐热的物品上，严
禁在通电状态下使用。

电热毯勿长时间通电。购买合格
的电热毯产品，使用时应平铺在床单
或薄垫子下面，切不可折叠使用；电
热毯每次使用时间不宜过长，达到合

适温度应切断电源；电热毯安全使用
年限为6年，要及时更换，防止老化。

电暖器烘烤衣物需谨慎。首先，
电暖器须使用标准带地线的三孔插
座，不可自行换用没有地线的两孔插
座，避免产生静电引发触电。其次，电
暖器应摆放在不易碰触的地方，不能
随意烘烤衣物，不用或人离开时应切
断电源。

用燃气热水器洗澡注意通风。燃
气热水器要安装在浴室外，要安装排
烟管，以便在使用时把热水器产生的
废气排至室外；燃气热水器使用年限
一般为5-10年，在使用过程中要定期
检查并视情况更换连接管，以防出现
一氧化碳泄漏。一旦发现有中毒迹象，
应立即打开门窗，将病人迅速移至空
气新鲜和通风良好的地方，再送往医
院救治。

林 尧 ，
又 名 陈 成
刚 ，黄 岩 县
城 关 后 巷
人 ，毕 业 于
上海中国公
学 大 学 ，
1937 年 秋 ，
担任海门东
山 中 学 校
长 。东 山 中

学的前身是海门的东山书院，后
被乡绅黄楚卿购得建“东山别
墅”，1925年，他将别墅作为校产
捐资办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私
立东山初级中学（简称东山中学）
广大师生在中共的领导下，轰轰
烈烈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全
国抗战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把
东山中学办成了“台州的抗大”，
成为抗战初期中共台属特委开展
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活动基地。

10月，由东中教师和进步青
年组织的“春野救亡剧社”成立，
陆续排练了《放下你的鞭子》《最
后一课》等话剧，除在海门公演
外，还到温岭、黄岩、临海巡演，进
行抗日宣传。11月，林尧加入中国
共产党，12月任中共海门特别支
部书记。应闽浙边军区司令员粟
裕的邀请，林尧前往山门参观、汇
报工作。半个月的见闻，使林尧视
野开阔、信心倍增，为海门党组织
的发展壮大和东中的教学改革奠
定了基础。林尧仿照陕北公学的
办学思路，清退了一批思想反动
的教员，聘请陈叔亮、张燕等共产
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充实
教师队伍。调整了教学内容，如废
除修身课，增设社会科学、政治时
事课等。课余，教唱《救亡进行曲》

《游击队歌》《打回老家去》等抗战

歌曲，他还倡导学生开展社会实
践，走出校门上街宣传、演出话
剧。

1938 年 2 月，在海门特支领
导下成立海门“民先队“（中华民
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为党培养
革命后备力量。在一个多月时间
里，东山中学学生参加“民先队”
组织的就有 30余人。同月在东中
成立台州学生联合会。4月底东中
又成立抗日救亡化装宣传队，排
练话剧《太阳旗下》进行街头演
出。7月台属特委借“暑期学校”的
名义，在东中举办“青年运动骨干
训练班”。台州各县党组织选送的
40 名学员，经为期 40 天的培训
后，返乡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同年秋成立了台属民众战地服务
分团，对外称民众夜校；11月又在
东中召开台州学生救国联合会的
成立大会。1938年年底，这所正办
得有声有色的学校，却被国民党
浙江省教育厅勒令停办，1941年，
东山中学校舍被日军烧毁。

抗战胜利后，林尧随新四军
浙东游击纵队北撤。解放战争时
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
治部宣传科文艺科长兼文工团团
长、华东党校第三支部书记、华东
野战军先遣纵队干部队支部书
记、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调研
组副组长等职。

1949 年 5 月杭州解放后，林
尧任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
任。新中国建立后，他历任中共浙
江省委党校党委副书记，浙江速
成中学第一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代理书记，浙江医学院副院长、党
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高等学校调
查组组长，浙江师范学院党委常
委、副院长，浙江教育学院顾问等
职。1987年6月林尧病逝。

（中共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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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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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务名称

渡埠码头渡
运深化整治
工作

持续做好二
级保护区内
宁 溪 镇 等 6
个乡镇的肥
药双控工作。

S325 省 道 验
收工作

二级保护区
内加油站搬
迁工作

二级保护区
内 23 个村庄
农村管线终
端提标改造
工作

工作措施

1.以出租车运行方式实现“村村通”。

2.关停5个渡埠，取消4条航线，仅保留4艘应急船只
供清明、抗洪救灾使用。

3.4艘应急船只油改电。

进一步加强肥药双控工作力度，实现双控100%。
1.完成有机肥替代化肥工作，完成限用农药全面退市。

2.完成性诱害虫技术的应用。

3.完成水果套袋和生物防控减药技术的应用。

4.完成杀虫灯技术的应用。

完成验收。

1.完成迁建规划选址。

2.完成土地招拍挂。

3.完成加油站新址地块涉及的征迁工作。

对二级保护区内现有的70个污水处理终端、130公里
管网进行提标改造。

完成时间

2018年6月

2018年6月

2018年12月

2018年6月

2018年6月

2018年7月

2018年9月

2018年7月

2018年6月

2018年12月

2019年

2018年11月

进展情况

长潭水库内渡运航线已全部停止运行

已完成

已完成水、气、生态环境等方面自主环保验收，已完
成噪声、固废环保验收。

已委托台州市城乡规划设计院编制黄岩区西部乡镇
加油站发展规划，对上垟、屿头加油站的意向选址进
行论证，上垟、屿头乡政府对加油站资产进行了评
估。

已完成沙滩村管线工程，继续实施蒲田等17个村的
管线工程；开工建设横料、桐岭村终端，继续屿头终
端建设。

责任单位

区交通局

区农林局、
相关乡镇

区交通局

区商务局、
屿头乡、上

垟乡

区住建局、
平田乡、北
洋镇、上垟
乡、屿头乡

长潭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环保深化提升工作任务表
为进一步提升长潭水库饮用水源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确保饮用水安全，我区开展了全面深化排查，对以下几项工作进行深化提升，现将进度予以公布。

长潭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黄岩区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22日

林尧与“台州的抗大”

本报讯 （通讯员 许杨青） 近
日，新前街道编印《新前街道村干部
必知 16条》发放给全体村干部及驻
村干部。内容包括票据审核、审批权
限、现金管理、财务公开等村干部必
须掌握的知识。

“《新前街道村干部必知 16条》
针对的都是我们村干部在工作开展
过程中遇到的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
资金审批权限是多少，有了这份材料
让人一目了然。”新前街道新建村党
支部书记黄建杰说。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干部。乡村
振兴就要有一支能干、肯干、会干的
村干部队伍，会干的前提就是要在政
策许可范围之内干事。”新前街道纪
工委书记王少君说，“《新前街道村干
部必知16条》注重实用性，重点就是
解决村干部‘怎么干’的问题，让村干
部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下阶段，新前街道将着眼于提升
村干部履职素质，根据实际需要对

《新前街道村干部必知16条》予以扩
充，以期让其成为村干部开展工作的

“贴身指南”。

本报讯（通讯员 徐 丽）近日，
沙埠中学迎来浙江省绿色学校检查
组检查验收。检查组仔细查看了校园
环境，听取了沙埠中学关于“创浙江
省绿色学校”工作汇报，并查阅了创
建工作的相关档案材料。

检查组肯定了学校在“绿色学
校”创建活动中所取得的成绩，认为
学校根据自身情况，做了大量细致
的工作，扎实推动了学校创绿活动
的开展。还以“营绿色重环保美校
园”为主旋律，经常组织丰富多彩的
主题活动，引导师生学习绿色环保

知识，加强绿色环保教育，通过学科
教学渗透、宣传教育、板报比赛、实
践活动等，使师生的绿色环保意识
不断增强，尤其是爱鸟周活动、环保
版画项目，特色鲜明、富有成效，值
得推广。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检查
组也对学校今后的“创绿”工作提出
了建议，要求学校以“创绿”活动为
载体，挖掘各科教材中的生态环保
教育知识，推动环境保护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切实提升全体师生的
文明素养。

新前：村干部有本“贴身指南”

沙埠中学迎省级绿色学校验收

林 尧

讲故事·学党史——黄岩党史小故事连载之三十一

本报讯（通讯员 金曼春）连日
来，院桥镇机关干部和村居干部、网
格员等加班加点，全力投入到村庄环
境整治行动中，助力国家级卫生乡镇
创建工作。院桥镇的街头小巷、房前
屋后到处一片繁忙景象。

院桥镇将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卫生
作为创国家级卫生乡镇的重要抓手，
全体机关干部齐心协力，积极备战，把
背街小巷路段划分为14个包干区，辖
区内20多条主要道路和街道全面落实
包干责任人员，严格对照创国卫标准，
进行巡查和整治，稳步推进各项整治
提升工作按既定时间节点完工。同时，
还针对各辖区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
题，重点开展辖区违法建筑、门头广

告、LED宣传标语、破损广告以及空中
管线、“牛皮癣”和垃圾清理等行动，进
一步改善全镇环境面貌。

院桥：加班加点全方位开展环境整治行动
10月17日，一群小朋友在幼儿园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区消防大队

参观，“零距离”接触消防、了解消防、体验消防。
本报通讯员 何仲斐 摄

萌娃学消防

本报讯（记者 蒋奇军 通讯员
蒋 敏）“看，我捡了好多垃圾，有塑

料瓶、烟头、塑料袋以及很多其他垃
圾。”10月 21日下午，黄岩实验小学
五年级的学生小王提着快装满的垃
圾袋兴奋地说，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
参加这类plogging活动，非常有意义。

当天，区垃圾分类办在永宁公园
组织 30多名健身爱好者、环保志愿

者，带着手套，手提环保垃圾袋，进行
了一场有意义的plogging拾捡慢跑活
动。沿着永宁公园南入口、公园中入
口、公园北入口、游览车道、南广场、
江边步道、分水平台、世纪大道、公园
南入口一路慢跑，参与者每看到一处
垃圾就停下脚步，捡拾并放入塑料
袋。

“plogging”一 词 ，是 picking up

litter（捡垃圾）和 Jogging（慢跑）的结
合，是在全国垃圾分类浪潮下流行起
来的一种文明公益活动。活动不仅局
限于慢跑和捡垃圾，在进行外出游
玩、划船、徒步等多种户外运动时都
可以进行，是一种健身与环保相结合
的全民活动。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捡拾，沿途
的烟头、纸巾、塑料瓶等垃圾被清

理得干干净净。活动结束后，现场
工作人员还与参与者一起将所捡
拾到的垃圾进行分类处置。区垃圾
分类办工作人员表示，拾捡慢跑活
动将健身运动与捡拾垃圾有机结
合，倡导人们在注重运动、健康生
活中提升环保意识，逐渐形成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人人争做垃圾分类
先行者。

plogging活动助推文明城市创建

当健身邂逅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