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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从浙江电大永
嘉学院传出好消息，2019年全
国中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设计和
说课系列交流活动在武汉落幕，
该学院的陈樊老师，凭借其扎实
的教学基本功，创新深入的教学
设计，最终获得一等奖。

陈樊老师是位 90后，担任
学院19电商1班班主任，入职四
年来一直从事数学教学工作，她
性格温和，教学方式独特，深受
学生们的喜爱。

记者了解到，本次交流活动
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
工作委员会主办，活动分预备交
流活动和全国交流活动两个阶
段，按文化基础课程和素质教育
等课程分别展开。参赛作品包
括教学设计方案、上课课件、微
课、说课课件、课堂实录五部分，
同时进行现场说课，大赛旨在深
化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提高教师
基本教学能力和教育技术应用
水平，促进信息化技术在教育教
学中的广泛应用。

在今年 4月初开始进行县、
市级初步遴选，在6月的省赛中
取得一等奖的佳绩。而在省赛
之后的一次学习交流会中，受专
家指点，陈樊将自己的说课大幅
改动。随后经常和同事、优秀老
师一起探讨，使得比赛内容更加

丰富。有了省赛的经验，陈樊做
足了准备，在 11月 22日前往武
汉参加比赛。据悉，此次比赛数
学组有97人，被分为7组同时进
行小组赛，再将每组得分最高的
进行二轮比赛。

据介绍，陈樊老师的说课过
程中，主要展示了在智慧教室中
学生借助信息化手段，如 flash、
几何画板等教学软件，在亲身体
验中突破抽象概念教学的难
点。此外，陈樊老师将数学史融
入课堂，理清了知识的来龙去
脉，更体现了数学的文化价值。
凭借扎实的教学基本功，生动、
到位的语言，现场抑扬顿挫、却
不失亲和力的说课，获得了现场
评委与观众的认可。最终取得
第一名的好成绩。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来，该
学院依据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诊
断和改进”工作的精神要求，顶
层规划设计了“课程结构改造、
校本研究推进、教学名师打造、
师生社团建设”等“四大工程”。
涌现了一大批业务精、能力强、
影响大的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
学校师生在各级各类竞赛中的
获奖也出现了量、质齐升的喜人
局面。之前就有周芳老师等多
人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中均获
得佳绩。 记者汪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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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道路千万条，安全永远
是第一。昨天是第 8个“全国交
通安全日”，影响交通安全的行
为有很多，比如酒后驾驶机动
车、一边低头走路一边看手机、
摩托驾驶不戴安全头盔等，都是
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昨
天记者从县交警部门了解到，
2018年 1-11月，我县查获的饮
酒后驾驶 1128起，今年 1-11月
查获饮酒后驾驶 925起，酒后驾
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酒后驾驶隐患多

记者从县交警部门了解
到，今年以来，该部门加大了
执法力度和次数，全面从严治
理交通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已
查获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
为925起，这些行为中，有的驾
驶人以为自己“酒气”已过，
就算被查，也查不出个名堂
来；有的以自己酒量高为由，
以为喝一点小酒应该没啥问
题；而有的则是屡教不改，会
有二次酒后驾驶行为的发生。
他们被查后，均得到了应有的
处罚。

近日，瓯北的郑先生因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交警部门
依法进行了处罚，郑先生连称
后悔，他希望身边的朋友以他

为戒，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利人
利己。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近
日一个晚上 8时许，瓯北交警在
辖区某地段进行设卡检查时，一
辆白色现代轿车在离卡点不远
处突然减慢车速并有调头的意
向，这一举动被附近值勤民警发
现，上前仔细了解后，发现该男
子系饮酒后驾驶。

家住上塘的明明（化名），
日前赴山区老家喝喜酒，当天
下午和亲朋好友叙旧后，晚饭
前自己驾车赶回上塘，不料途
中被查，系酒后驾驶。明明接
受采访时说，他晓得酒后驾驶
系违法行为，还会影响安全，
所以当天中午他只喝了小点
酒，而且离当天晚上已过去了5
个小时，他以为这么长时间
了，“酒气”应该已过了，所
以自己驾驶车辆往回赶，没想
到在酒精检测时超标。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驾驶
人朱先生系二次酒后驾驶被交
警部门依法查处，他说自己以
后要坚决做到“开车不喝酒喝
酒不开车”。据悉，朱先生于近
日和几个朋友在某排挡吃夜
宵，期间他喝了 5-6瓶啤酒。
结束后，朱某怀着侥幸心理驾
车回家，不料刚开出去没多远

就被交警抓个正着。经民警查
询，朱先生在 2013年曾因酒后
驾驶被交警查获，但他没有吸
取教训，反而再次酒后驾驶。

县交警部门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以来他们共查获925起
酒后驾驶，但实际数字离这个
肯定要大很多。这位负责人表
示，酒后驾驶严重的造成车毁
人亡，一起事故，伤害的往往
是很多个家庭，希望广大驾驶
人，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安
全才是最重要的。

出行不做低头族

刷朋友圈、看短视频、外
卖接单、视频聊天……随着手
机的功能越来越多，街头的

“低头族”也越来越多，甚至有
人在开车、骑摩托车过程也玩
起了手机。昨天上午，记者为
此在县城主要道路观察了一
圈，发现类似的情况很多很
多，虽然在记者观察的过程中
未发生事故现象，但低头一族
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昨天上午 10时左右，记者
在上塘环城西路城西小学段观
察时看到，在人行道上一位正
从北往南行走的年轻女子，只
见她低着头，双手握着手机，
嘴里不停在说着什么，双眼紧

盯手机，时而微笑显得特别开
心，当她来到广场路正准备过
斑马线时，被交通劝导员喊住
了。原来，此时正好是红灯，
她这时才停了下来等候。

就在该红绿灯处，记者发
现，一些驾驶员缓慢驶来停稳
后，他们就“充分利用”时
间，有的开始语音回微信，有
的在翻看信息……记者只等了
三轮红灯，却发现有 10多人有
此行为。同时，一些摩托车驾
驶员一边打电话一边骑车的现
象也不少，甚至有个摩托人员
因低头看手机而闯了红灯，横
穿马路。

对此，有关交警表示，他
们在执勤过程中，看到开车打
电话、微信聊天、骑摩托车不
戴头盔的可以说屡见不鲜，他
们更多的是现场进行教育批
评。这位负责人希望广大市民
应把安全放在首位，他们的事
故处理中，低头看手机造成的
事故也占了一部分，给事故双
方都带来损失，只要人人都遵
守交通法规，这些事故很大一
部分就可以避免。

依法严管保平安

记者从县交警部门了解
到，今年以来，该部门强化路

面执法集中发力，队所联运、
全警动员、全力以赴，迅速提
升路面管控力度，扎实开展交
通严管行动，以联合执法为抓
手，突出高峰时段，重点地段
见警率、管事率，铁腕整治超
员超载、酒驾醉驾、电瓶车不
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四小
车”交通违法等行为，提高现
场查处力度，强化执法震慑，
保持严管态势，全力营造“守
规则除隐患、安全文明出行”
的浓厚氛围。

为全面宣传交通安全，今
年以来，交警部门专门制作并
下发一批宣传资料，组织辖区
中队、农村“两站两员”进村
入户送安全。集中开展“一盔
一带”安全知识普及，推动提
升司乘人员防护意识。编发致
全县人民的一封信，讲解道路
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劝导
群众拒乘坐“四小车”。持续曝
光“四小车”交通违法、不佩
戴安全头盔的危害性，提高群
众的安全意识、防范意识。策
划组织好交通严管行动活动，
开展好形式多样的活动，倡导
全民参与，共建文明交通，努
力为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
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
环境。 记者 汪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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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即日起至 2020年
1月 15日，我县在全县组织开
展冬季交通安全严管行动。这
是记者从昨天下午召开的全县
冬季交通安全严管行动工作部
署会上获悉的。 县领导林志
佩、林建波参加会议。

本次行动坚持“生命至上、
安全第一”理念，以预防较大道
路交通事故为中心，通过开展全
县冬季交通安全严管行动，深入
排查整治各类交通安全隐患，切
实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惩处

各类影响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
着力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
理水平，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
险，确保我县道路交通安全、有
序、畅通。

据介绍，本次冬季交通安全
严管行动在全县范围开展，上
塘、瓯北、黄田城区范围内主次
干道、重点路口，车站（公交站
点）、医院、学校、菜市场、农贸市
场、大型购物中心门口及周边道
路为重点整治区域。

整治内容为进一步深化开

展道安综治、设施提升、源头监
管、路面打击、宣传教育等五大
行动，其中，重点突出：酒驾毒
驾、“三超一疲劳”、涉牌涉证、开
车打手机、不礼让斑马线等违法
行为；渣土车未经线路核准运
输、加高栏板、超载、闯红灯、违
法停放等违法行为；二轮摩托车
无牌无证、逾期未检验、超员等
严重违法行为；骑行二轮电动自
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擅自加装
雨篷、违法载人、逆向、不按规定
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人力客运

三轮车无牌、非法安装动力装置
等违法行为；残疾人轮椅车无牌
无证上路行驶，或非法营运等违
法行为；非法销售、改装机动三
轮车和人力客运三轮车等违法
行为。

会议指出，要强化重点交
通违法治理，严查“四小车”
违法行为、严查货车违法行
为、严查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要强化隐患治理力度，做好重
点车辆隐患排查、抓好重点路
段、时段隐患排查、抓好新建

道路设施隐患排查；要规范执
法，紧盯重点区域，综合采用
机动巡逻和设卡相结合方法，
点线结合，动静结合，提升发
现检查和打击效果；要加强宣
传力度，对正反典型进行报
道，营造全民参与氛围，确保
严管行动取得成效。

会上，县四小车整治办公
室介绍了冬季交通安全严管行
动方案；县交警大队、瓯北街
道就有关工作做表态发方言。

记者汪华新

全县开展冬季交通安全严管行动
时间：即日起至2020年1月15日

本报讯 昨天，记者获悉，
为加快推进全县城镇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近日，县政府网站
发布了《永嘉县城镇生活垃圾
分类和资源回收利用中长期发
展规划（2019-2035年）》（征求
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及建议，如有修改意见，可于
12月24日前反馈至永嘉县发展
和改革局。

据介绍，本次公布的征求意
见稿共有目录、前言、现状基础、
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
附件等七个方面，涉及发展现
状、存在问题、重大意义、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规划目标、重点任
务、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推进机
制、完善政策支持、强化考核评
估、强化考核评估等内容。规划
目标坚持分类减量、规范回收、
再生利用，加快完善垃圾分类投

放、收运、处置全链条系统，形成
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利用

“全过程闭环、全县域推广、全领
域细分、全智慧引领、全公众参
与”的模式，推进全县生活垃圾
分类及资源回收利用工作走在
全省前列。到 2020年，示范引
领阶段。到 2025年，示范推广
阶段，到 2035年，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实现精细化、高质量发展，
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和资源回收
利用体系全面融合，生活垃圾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达到
全国先进水平。

社会公众反馈的意见及建
议可通过电子邮件（邮箱：
565340815@qq.com）发送或邮
寄（上塘县前路 94号县发改局
国 民 经 济 综 合 科 ，邮 编
325100） ； 联 系 电 话 ：
57679126。 记者 嘉勇

加快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分类
《永嘉县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利用
中长期发展规划（2019-2035年）》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及建议

本报讯 昨天是第八个“全
国交通安全日”，为提高市民的交
通安全意识，努力创造有序、安
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昨天上
午，县交警部门在县文化广场开
展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
绿灯行，不要横穿马路，小朋友记
住了吗？”“这是儿童安全出行手
册，卡通版的，你们可以跟孩子一
起看。”活动现场，交警通过现场
讲解、设置宣传展板、分发宣传册
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安全出行的
有关知识，让群众认识到交通违
法行为的危害性，倡导群众摒弃

交通陋习，争做遵法守规明礼的
文明交通参与者。

据悉，今年的全国交通安全
日的主题是“守规则除隐患 安全
文明出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副大队长李武林告诉记者，昨天
起至 12月底，他们将在学校、驾
校、企业和农村文化礼堂，通过讲
座、分发宣传资料、摆放宣传展品
等形式，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不断提升全民的交通安全意识、
规则意识、法治意识和文明意识，
努力创造有序、安全、畅通的交通
环境。

记者 周渊蓓 叶嘉隆

守规则除隐患
安全文明出行
永嘉交警开展“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