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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了解救被挟持女孩，
他被凶徒驾车撞击护栏，拖行 200多
米，至死不肯放手，生命永远定格在
了40岁。

10月 27日 23时 40分许，玉环市
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颜曰春在处置
一起刑事警情时壮烈牺牲。

11月1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追授
颜曰春同志为烈士。

11月20日上午8时，颜曰春烈士
追悼会在玉环市殡仪馆举行。

国务委员、公安部长赵克志，浙
江省副省长、公安厅长王双全，台州
市委副书记吴海平，浙江省公安厅，
浙江省委政法委政治部，中共台州
市委、台州市人民政府，台州市委政
法系统，中共玉环市委、市人大、市
政府、市政协等个人和单位敬献花
圈。

浙江省公安厅副巡视员蔄牛，台
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伍建利，浙江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政委冯蒋龙，玉
环市四套班子领导林先华、吴才平、
施红兵、林成辉、阮聪颖等参加追悼
会。

追悼会现场，颜曰春烈士安详地
静卧于花丛中，鲜红的党旗覆于胸
前。大厅正中央悬挂着颜曰春烈士
的生前照片，“忠肝义胆铸警魂，赤血
丹心映河山”的挽联歌颂着颜曰春烈
士不忘初心、忠诚履职的一生。

现场庄严肃穆，哀乐凄楚低回，
全体人员肃立，默哀三分钟，无不沉
浸在烈士离去的悲痛之中。

玉环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才平代
表市委市政府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号
召全市上下要广泛开展向颜曰春同
志学习活动，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
全体政法干警都要以颜曰春同志为
榜样，学习他政治坚定、对党忠诚，全
力服务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执

着信念；学习他实干担当、执着坚
毅，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
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的过硬
作风；学习他勤勉敬业、视责如山，
以满腔热情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
奉献精神，从而把英雄的精神转化
为推动玉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
力。

颜曰春，从警 19年，7000多个日
日夜夜，始终坚守在辛苦且危险的一
线刑侦岗位，埋头于技术勘查、伏案

于办案桌前、奔波于全国各地，面对
任务他从未有半分迟疑，面对嫌犯他
从未有半点退缩，直至生命的最后一
刻。

“这些天里，我好像做了一个长
长的梦，宁愿陷进梦里不再醒来……
爸爸，失去了您，从今往后，我们姐
弟俩就像是风中浮萍……此去一
别，天人永隔，再无归期，您是我一
辈子的骄傲，我一辈子都以您为荣，
我会照顾好妈妈与弟弟，您在另一个

世界，也一定要好好的……”追悼会
上，颜曰春14岁的女儿小娴多次泣不
成声。

前来追悼的人们或泪眼朦胧，或
低声啜泣，向颜曰春烈士鞠躬送别。
他们中有颜曰春生前的领导同事、亲
朋好友，还有很多曾经接受过颜曰春
帮助的群众，都自发前来送颜曰春烈
士最后一程。

（全媒体中心记者）

颜曰春烈士追悼会举行
满堂哀思行祭礼 全民悲泪别英雄

菊花献英烈，哀思寄忠
魂。昨天上午 8时，颜曰春
烈士追悼会在市殡仪馆举
行，烈士的亲人、战友和万
余名群众挥泪送别了这位
玉环英雄。

当天上午7时30分，距
离追悼会还有半个小时，悼
念大厅门前的广场上已站
满了自发前来送别颜曰春
的群众，大家手持白花，神
情凝重，一幅写有“满腔热
血铸就刑警人生，一身正气
彰显英雄本色”的挽联格外
醒目，寄托着对烈士的无限
哀思。

上午 8时，追悼会正式
开始。悼念大厅内，哀乐低
回、庄严肃穆，颜曰春烈士
安详地静卧于花丛中，鲜红
的党旗覆于胸前，大厅正中
央悬挂着颜曰春烈士的生
前照片，照片中的颜曰春永
远定格在40岁。

颜曰春生前同事、亲友
以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
众，眼含热泪送上白色的菊
花，祭奠英灵。

“我们失去了好伙伴、
好战友。”颜曰春的同事陈
程江来到殡仪馆，送曾朝夕
相处的战友最后一程。陈
程江和颜曰春共事了 3年，
在颜曰春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们依然并肩战斗在一线，

“到现在还觉得难以置信，
他之前经常加班，从来没有
好好休息过，希望他可以一
路走好，我们也会替他照顾
好家人。”

“之前天天见面的同
事，突然就没了，一时之间
真的无法接受，虽然内心有
许多的不舍，但还是来送
他最后一程。”与颜曰春共
事了10多年的黄玲萍抹着
眼泪对记者说道。

在悼念现场，除了颜
曰春的亲友和同事，许多
自发赶来的群众也眼含热泪送别英雄。来自芦浦的王阿婆
一边擦拭眼泪一边对记者说：“他为营救百姓付出了宝贵的
生命，我一定要来送他最后一程。”来自清港的曹军兵也是一
早就匆匆赶来，“他还这么年轻，孩子还那么小，真的很痛
心。”话未说完，曹军兵已经红了眼眶。

中午 11时 25分，灵车驶出殡仪馆，缓缓驶过玉兴路、广
陵路、东城路，十里送别路上，早早就自发聚集在街道两旁的
群众纷纷举起写有“刑侦英雄，一路走好！”“忠魂不泯，英气
长存”“颜曰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等挽幛，向烈士致敬，为
烈士送行。

“我从新闻上了解了烈士的事迹，非常地感动，他是值得
我们学习的榜样，希望他一路走好。”自发赶来送别烈士的市
民蒋女士说起颜曰春生平事迹，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英雄已逝、浩气长存。在烈士陵园，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的民警护送颜曰春烈士骨灰入葬，烈士的英魂长眠在了苍松
翠柏中。 路伟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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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19 日
晚，清港镇下湫文化礼堂座
无虚席，省非遗传承人蒋兴
平个人曲艺专场正在这里
举行。

伴随着“咚咚咚”的鼓
声，蒋兴平与数 10 名玉环
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
同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
领南京》，拉开了演出帷
幕。蒋兴平左手打着快板，
右手敲着琴、鼓，用通俗易
懂的“太平话”、优美婉转的
唱腔将故事娓娓道来。

随后，传统玉环鼓词
《白兔记》节选“井台会”、方
言小品《远亲不如近邻》、男
声独唱《玉环有个好地方、名
字叫玉环》等精彩的节目轮
番上演。最让观众喜爱的莫
过于鼓词情景剧《醒悟》，节
目用“太平话”演绎发生在老
百姓身边的故事，弘扬了尊
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能够接触、了解鼓词
这项非遗项目，我觉得很幸
运。”参加演出的市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学生叶莞怡开
心地说。

据了解，作为“非遗进
校园”活动的一部分，玉环
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于 10
月 31日开设鼓词社团。蒋
兴平常常到校为学生授课。

演出结束后，蒋兴平擦
了擦额头的汗，笑着说：“鼓
词对我来说就像我的生命
一样，看到这么多人喜欢，
我也很开心。希望通过我
们的表演，让更多人了解玉
环鼓词，了解传统文化。”

作为浙江省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玉环鼓词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蒋兴平专业
从事玉环鼓词演唱已有 28
年。他积极探索玉环鼓词
的传承和创新，首创将传
统的玉环鼓词结合现代元
素，以情景剧的形式搬上
大型文艺演唱舞台。他还
竭尽所能致力于传统鼓词
艺术的传承传播，经常开
展“玉环鼓词进校园”“玉
环鼓词进图书馆”等公益讲
座。

当晚，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杨良强到场观看演出。
（胡琼晓吴铭金丽烽）

继承传统弘扬文化
蒋兴平个人曲艺专场举行

本报讯 昨天上午，“健康沙门·
文明共建”创建“国家卫生镇”暨健康
乡镇全民总动员启动仪式在沙门市
民广场举行。26支志愿者队伍共同
吹响向创建“国家卫生镇”及健康乡
镇发起冲刺的“集结号”。

市领导杨良强、章勇、王超、吴玲
芝出席启动仪式。

据了解，沙门镇自 2015年被命
名为“浙江省卫生镇”以来，始终把
生态环境和健康卫生事业作为党
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努力争创“国
家卫生镇”。期间通过“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五水共治”“三改一拆”

等工作的统筹推进，沙门的城镇秩
序不断改善，镇容村貌焕然一新，健
康卫生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当天
举办启动仪式目的是在“创国卫”大
考即将来临之际，广泛发动全镇力
量，掀起全镇全域全民共创共建共
享的热潮，坚决打赢“两创”最终决
战。

仪式上，沙门镇还为青年志愿
队、巾帼志愿队、党群志愿队、先锋代
表队等 26支志愿者队伍授旗，号召
广大群众一同参与，共建美丽宜居的
健康沙门。

沙门中心卫生院、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沙门分局、桐林村先后作了表态
发言。

仪式结束后，26支志愿者队伍按
照责任分工开展了垃圾清理和“创国
卫”宣传活动。

（郑琦琪 刘斌辉胡存超）

沙门举行创建“国家卫生镇”暨健康乡镇全民总动员启动仪式

全民发动 同心共创

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召开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动员培训会。

市委常委杜年胜参加会议。
据悉，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下

发通知，决定在浙江全省开展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

对此，我市高度重视，前期已发
文成立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并
召集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就改
革试点实施方案和配套的“多规合
一”业务协同平台运行规则、建设项

目生成管理办法等文件进行解读和
讨论。

此次改革工作以房屋建筑和城
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为主要
对象，围绕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
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四
个阶段，大力整合审批办理环节，促
进多部门、全过程的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办理流程协调统一和深度融
合。计划到 2018年底，基本建成工
程建设项目审理制度框架和管理系
统，审批时间压减至 100个工作日以

内。
杜年胜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

刻领会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的重大意义，以啃骨头、攻难关的精
神，不折不扣、按时保质完成各项改
革任务；要准确把握改革的基本要
求，牢牢抓住“改革范围全流程、全覆
盖”“审批流程最简便、最优化”“群众
办事少跑腿、零跑腿”三大基本原则，
强力保障改革落地有效，提高群众和
企业的获得感。

培训会还特邀专家，向百余名学

员讲授“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建
设、工程项目审批流程与改革经验等
课程。

（张莺莺 金榆也）

我市召开专题动员培训会

落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

11月20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施

红兵督查坎门街道“九小”行
业消防整治。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庞伟峰督查玉城街道、海山
乡消防整治。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云岳督查玉城街道消防整
治。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符进友督查龙溪镇消防整
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