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8月 11日下午袁 由区安

委会尧 区总工会主办袁 区供电
公司承办袁 面向全区企业员工

的 野生命至上尧 安全发展冶 主

题辩论赛激情开赛袁 来自 8个

街道的 8支企业队伍舌战论安

全遥 据悉袁 此次举办辩论赛目

的是提高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尧
提升职工安全生产意识尧 不断

推进企事业单位的安全生产工
作和安全文化建设袁 有效降低

各类事故的发生率和各类职业
病的发病率遥

本报记者 陈胡南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李琴 实习生 王涵

雪冤 今年 8 月 19 日是中国第一个医师
节袁 8 月 15 日下午袁 区卫计系统召开

庆祝第一个中国医师节暨第一届基层名
医尧 名中医表彰大会袁 现场表彰椒江区

第一届基层名医和基层名中医遥

活动现场袁 10 位来自全区各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分别获得基层

名医和基层名中医的称号袁 区医学会会

长还带领所有与会医护人员一起重温中

国医师宣言誓词袁 名医代表王晨曦尧 张

连初袁 名中医代表金丽萍走上发言席袁
结合自己的临床工作实践袁 以生动形象

的例子讲述了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袁
讲述自己的成长之路遥

据了解袁 截至 2017 年袁 我区实有

医生数 2670 人袁 肩负着全区 75 万人

民防病治病的重任遥 近年来袁 我区卫

生计生事业迎来发展的历史机遇袁 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迈入快车道袁 从最初

看病依赖听诊器尧 血压计尧 体温表 袁
到使用螺旋 CT尧 彩色 B 超尧 全自动生

化仪等先进医疗设备精确诊断曰 从乡
村群众患病找 野赤脚医生冶袁 到享受签

约家庭医生上门服务曰 从看病远病难袁

到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袁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给老百姓带来实

实在在的健康红利袁 增强了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尧 幸福感尧 安全感遥

野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

弘扬 野敬佑生命尧 救死扶伤尧 甘于奉
献尧 大爱无疆冶 的崇高精神袁 激励全

区医师爱岗敬业尧 奋发向上袁 树医师
队伍正气袁 立优秀医师典型袁 传递正

能量袁 增强团队凝聚力遥 冶 区卫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袁 此次庆祝大会为我

区庆祝第一个医师节系列活动之一 袁

下阶段袁 全区各级医疗机构将开展系

列活动袁 在为老百姓提供各类医疗志

愿服务尧 大型义诊袁 以及健康宣教 尧

技能竞赛等活动中庆祝属于医师自己

的节日遥

我区庆祝首个中国医师节
10位基层医生受表彰

一尧 名医 渊共 7位冤

王晨曦 洪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连初 三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蔡海红 洪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徐霖伟 章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剑昌 章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卢秋林 葭沚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蒋 华 前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二尧 名中医 渊共 3名冤

李富友 前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胡志岳 海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金丽萍 章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椒江区第一届基层名医尧名中医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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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通讯员 楼媛 吕淑楠 郑雪儿冤 近日傍晚袁

洪家街道廉政广场上 野混冶 入一批红帽白衫的大学生袁 这

是来自温州医科大学 野银龄守护冶 本硕博关爱老年医疗服

务实践队的小分队遥 他们凭着传统养生操五禽戏尧 八段锦

与当地的广场舞大爷大妈们打成了一片袁 掀起全民健身新

热潮袁 以青春激情活跃乡村文化遥
野阿公阿婆袁 要不要跟着一起做黄昏操啊钥冶 实践团队

员们向前来纳凉的大爷大妈邀请道遥 野你们先操练起来,
我们先跟着看看遥冶 大爷大妈表示愿意跟着试试遥 野十字

交叉小腹前袁 翻掌向上意托天噎噎冶 跟随着一段段口诀招

式袁 这群年轻人有模有样地展示起来袁 成为广场上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遥

以八法为招习八段之锦袁 循五功为式练五禽之戏遥 八

段锦与五禽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饱含着国学中医的知识

底蕴袁 散发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遥 柔和缓慢袁 圆活连

贯曰 松紧结合袁 动静相兼曰 神与形合袁 气寓其中遥 在实践
队员的催化下袁 传统养生操带着其独有的节律与韵味和现

代广场舞有机结合尧 交流互鉴袁 焕发别样风采袁 进一步丰

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袁 赋予乡村文化新内涵遥

与健康共舞
焕乡村文化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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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7日院 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曰 日气温 26耀

33益袁 市区水泥路面最高温度 42耀44益曰 沿海海面偏

南风 7耀8级袁 阵风 9级遥

8月 18日院 阴有阵雨或雷雨曰 日气温 27耀30益曰

沿海海面偏南风 6耀7级袁 阵风 8级遥

8月 19日院 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遥

8月 20日院 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遥

8月 21日院 多云袁 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遥

8月 22日院 多云袁 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遥

8月 23日院 阴有时有阵雨遥

椒江区气象台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卫君 通讯员 李

迎迎冤野我知道错了浴 这十余年来我一直
提心吊胆袁也连累了孩子袁非常后悔遥 冶不

管是为了赎罪还是受不了十余年的精神
折磨袁 康某在潜逃十余年后终于选择了

自首遥 这起合伙抢劫案的最后一个罪犯

终于落网遥

事情要从 2006年说起遥 被告人康某

和被告人李某是老乡袁 不仅一起在椒江

下陈打工袁 还成为了邻居遥 正是因为如
此袁康某和李某成为了要好的朋友遥

2006年 6月的一天袁 李某很是气愤
地告诉康某袁 他的女朋友凤某和她的同

事陈某发生了不正当关系袁 他气不过想
要报复陈某遥 两人便商量利用凤某当做

诱饵袁以捉奸为由敲诈陈某遥 李某将计划

告诉了凤某袁凤某答应了遥

一切正按照计划进行遥 凤某打电话

给陈某袁将其诱骗到她的出租屋中遥 陈某
脱光衣服躺在了床上袁 凤某佯装脱了外

套坐在床上遥 事先已在门口等候的陈某
和康某看准时机袁便进入房间野捉奸冶遥 他

们先打了陈某一顿袁为了防止陈某逃跑袁

他们又将陈某的衣服扔到了窗外袁 并用

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将陈某绑在了椅子

上遥 之后又对陈某进行了一番拳打脚踢

并拿菜刀威胁恐吓陈某袁 以他和凤某发
生了关系袁 要挟他拿出 20万元赔偿金遥

迫于无奈袁 陈某告诉康某等人自己的银
行卡在车中袁并说出了密码遥 随后凤某和

李某前去陈某车中拿走了他的皮包尧银
行卡尧白金戒指尧数码相机等遥 当晚和次

日上午袁 康某和凤某分从银行中共取出

5.7万元遥 取得钱财后袁他们用湿毛巾和

胶带封住了陈某的嘴袁便逃离了现场遥

随后三人一起坐火车到了徐州袁在
一家宾馆三人将抢劫来的财物进行分

赃袁康某从中共分得 1.2万元和一台数码
相机遥 从此三人便分开了袁案发没多久凤

某和李某都被抓获归案了袁 只有康某一

直潜逃在外遥 这一逃就是十余年遥

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袁 康某潜逃十

余年后袁选择主动投案自首袁退还全部赃

款并获得被害人谅

解袁 依法予以从轻

处罚遥 根据从旧兼
从轻处罚原则袁最

终判处康某有期徒

刑五年十个月袁并

处罚金人民币八千

元遥

抢劫犯潜逃十余年终自首

银近日袁 椒江葭沚街道文化

礼堂内锣鼓喧天尧 座无虚席袁 16

名选手正在参加戏曲比赛 遥 当

晚袁 以 野唱响群文化 添彩新府

城冶 为主题的农村文化礼堂戏曲

大赛决赛在此举行袁 吸引了众多
戏迷前来观看遥 据了解袁 本次大

赛由区委宣传部尧 区文联主办 袁
葭沚街道承办袁 旨在充分利用农

村文化阵地和资源袁 打造体现群
众本色的精品活动袁 为广大群众

搭建展示平台袁 激活农村文化礼

堂遥

本报通讯员 陈 宇 摄

为了庆祝我国首个 野医师节冶 弘扬广大医师 野救死

扶伤尧 甘于奉献冶 的精神袁 昨日上午袁 我区前所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多名市级专家在沿海社区服务站开

展义诊活动袁 为市民免费提供量血压尧 测血糖尧 内外妇
科尧 针灸推拿等项目遥

本报记者 杨成龙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栾旖旎 通讯员

王媛 叶依婷冤野太感谢你们了袁 有了
调解协议书和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袁维

权就有了耶双保险爷遥 冶投诉人徐某拿

着赔偿高兴地说遥这标志着我区首次

利用 野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冶

渊以下简称 ODR平台冤完成了消费纠

纷的诉调对接遥

今年以来袁为最大限度消除消费

纠纷矛盾隐患袁区市监局组建了一支
野老娘舅冶队伍遥通过与区人民法院合

作袁 建立消费纠纷的诉调对接机制袁
实现消费调解与司法保障的有效衔

接袁取得了一定成效遥

野通过耶诉调对接爷袁不仅能在短

时间内快速解决消费纠纷矛盾袁为当

事人节约维权成本袁经司法确定的调

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力袁
也节约了执法尧司法资源遥 冶 区市监

局工作人员说遥
今年 4月袁消费者徐某的车在驾

驶途中发生故障袁 于是选择就近维
修遥 第二天店主缪某通知徐某来取

车袁告知汽车已经维修完成遥 但在试

驾过程中袁汽车出现故障袁双方就赔

偿问题多次协商未果遥 6月中旬袁徐某

向区市监局进行投诉遥 接到投诉后袁

该局立即联系双方当事人袁并指定调
解员野老娘舅冶进行调解遥 在了解前因

后果后袁野老娘舅冶耐心调解袁协助当
事人就协商事宜签订调解协议袁引导

其利用 ODR平台向区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袁请求法院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

行司法确认遥 最终袁经法院依法确认

的调解协议被赋予强制执行力袁徐某

在协议约定履行期内获得赔偿遥

面对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尧多元

化和复杂化诉求所带来的一系列挑
战袁下阶段区市监局将继续与法院系

统紧密合作遥打通诉讼内与诉讼外的
纠纷解决渠道袁完善诉讼和行政调解

方式袁 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成本较

低尧对抗性较弱尧利于修复关系的纠

纷解决方式袁不断提升化解消费者权

益纠纷的能力和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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