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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东升照峰阳，青山秀水
荡炊烟。蛰居此地何其幸，不饮琼
浆亦逍遥。”12月19日，站在大麦
屿峰阳村党群服务中心的阳台上，
放眼望去，层林尽染，风车摇曳，
该村党支部副书记曾永生有感而
发，即兴赋诗一首。

曾永生今年 52岁，是土生土
长的峰阳人。虽然只有初中学
历，但他对诗歌的喜爱和追求未
曾止步。2006年至今共创作了 60
多首诗，其中近半是以峰阳的人
文历史和山水风光为题材，记录
家乡的发展和变化，抒发浓浓爱
乡之情。

谈及写诗的初衷，曾永生坦
言，纯属个人爱好。他每天坚持阅

读课外书，然后摘抄一些好词好
句，琢磨字里行间的深意。久而久
之，文字便成了陪他一路前行的

“真诚伴侣”，当生活中遇到有感而
发的事，他会通过笔尖来抒写心中
的感慨。

2006年，独在异乡漂泊的曾
永生因经商受挫，不知找谁倾
诉，苦闷之余写下人生第一首诗

“独坐房中思悠悠，离情对酒来消
愁；只叹姻缘前生定，万般情意
付东流。”写完诗后，曾永生发现
原先的烦恼和孤独被冲淡了不
少，重燃生活的希望。从那以
后，他便爱上了写诗，只言片语
的灵感时常从脑海里迸出，他都
一一记在手机里，等到夜深人
静，再摘到笔记本上。

2015年，曾永生结束了在外
漂泊的生活，返乡助推美丽乡村建

设。谁料这个在记忆中偏隅一方、
人烟稀少的村庄竟成了他文学创作
的新天地。

“新农村新面貌，大家生活越
来越好，感觉看哪儿都像一幅画，
走哪儿都能吟出一首诗。”曾永生
笑着说道。

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峰
阳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在他笔下
都拥有了别样的“生命力”。“深居
闲处踏草青，痴观春色伴鸟鸣”描
述了人们仿佛闯入了鸟语花香、绿
树成荫的森林；“烟雨朦朦暮山
远，云雾袅袅涧溪迷”描述了山间
新雨后的清新扑面而来，令人心驰
神往；“枝头硕果迎风笑，田野梯
田谷穗黄”描述了金秋十月的丰收
之景……

“峰阳吉地、人丁兴旺。东濒
坎门，西临龙湾。延绵起伏，群山

环绕。民风淳朴，贤能辈出……”
在创作的诗歌中，《峰阳风光赋》
提到了石峰山火山遗址、朝阳溪、
仙潭瀑布等自然风光，诗词对仗工
整，朗朗上口。

“一首诗从起草到修改，要花
费不少时间，有时为了一个词读起
来押韵上口，都能琢磨好几天。”
曾永生告诉记者，在峰阳的这几
年，他写了近 30首诗，就想“借
文开路”，让更多人认识这个“世
外桃源”。

每当写完一首诗，曾永生都会
图文并茂发送到朋友圈，获得不少
朋友的点赞和好评。

“峰阳人杰地灵，给我创作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我愿为它写
尽一生的诗。”曾永生表示，今后
自己会继续写诗来推介家乡，助推
乡村旅游发展。

“我愿为峰阳写尽一生的诗”

五旬村干部写诗赞家乡
本报讯 从明年 1 月 5 日

起，全国铁路列车运行图调整
了，值得一提的是届时玉环人可
以从温岭站搭乘高铁直达桂林。

桂林山水甲天下，广西桂
林风景早已名扬海内外。而在
全国铁路新的列车运行图中，
记者看到新增开的列车 G2343
能把我们从温岭直接带到桂
林，它从宁波始发至南宁东，
每天上午 8时 43分从温岭站开
出，当晚 7 时 17 分抵达桂林
站，行车时间 10小时 34分钟，
一等座的票价是 1034元，二等
座的票价是 628元。同时，新
增开的G2344每天上午 11时 03
分从桂林发车，当晚 9时 15分
抵达温岭站。

据了解，此次调图后，温
岭站将停办3趟列车，增开7趟
列车，列车班次总数从原先的

73 趟增加至 77 趟。这次调图
后，温岭站除首开往金华、义
乌等浙西地区，桂林、南宁方
向的高铁之外，还增加了现在
需求比较大的上海方向列车，
并且在温岭站办客列车时间点
的分布也将更为均衡。其中，
增开的 7趟列车的班次为温州
南发往常州的G7586次，于8时
26分温岭站发车；宁波发往南
宁东的 G2343次，于 8时 43分
温岭站发车；台州发往杭州东
的 G7475次，于 8时 54分温岭
站发车；厦门北发往上海虹桥
的G1674次，于 14时 34分温岭
站发车；苍南发往上海虹桥的
G7550次，于 15时 37分温岭站
发车；宁波发往南昌的 G2357
次，于 17时 05分温岭站发车；
南宁东发往宁波的 G2344 次，
于21时15分到达温岭站。

另外，于 7时 45分温州南
发往合肥南的 G7674 次列车；
于14时32分龙岩发往南京南的
D3296次列车；于 17时 37分温
州南发往徐州东的 G7666次列
车将在明年 1 月 5 日零时起停
办。 （林俐）

全国铁路列车运行图有调整
增开热门线路班次且去桂林有直达高铁

本报讯 “我理论真的考不
出来，我考了 15次，刚 9月份
才重新考出来。能不能用我妹
妹的证件扣分，我的驾驶证不
能被扣啊，我家就我一人开车
……”日前，叶女士驾驶车辆
在甬莞高速乐清湾大桥上超速
行驶，随后在芦浦互通收费站
被台州高速交警查获。叶女士
在限速 100公里/小时的路段开
到了 124公里/小时，属于超速
20%以上的违法行为，依法要
被处以200元、记6分的处罚。

要扣6分，叶女士一听就慌
了，带着哭腔不停地向民警诉
说自己超速不是故意的，并且
最主要的是她这驾照也太来之
不易了。

原来，叶女士是在 2014年
4月初首次考出驾照的，1年的
实习期过后，终于可以上高速
了，却因2015年9月在S28台金
高速因超速 20%以上的违法行
为被记6分，加上罚款前本记分

周期已累积记了6分，叶女士的
驾驶证因此被扣留。

叶女士说，之后的科目一
考试，说起来全是泪。理论考
一次失败一次，3年时间，整整
考了 15次。这 3年期间，有车
也不能开，出行诸多不便，终
于在今年 9月通过了理论考试，
重新开上了车。可没想到这驾
驶证还没捂热，又在甬莞高速
上再次因超速被现场查获。

台州高速交警表示，叶女
士的驾驶证年审后，已经处理
过一次记6分的违章，这次因驾
驶机动车超速 20%以上又要被
记6分、罚款200元，驾驶证也
因此记满 12分。驾驶证被扣留
了3年重新拿到手才3个月的叶
女士，需要再次前往车管所进
行理论考试。希望这一次她能
真正吸取教训，在接下来的理
论学习中，把交通安全牢牢记
在心里。

（郑琦琪龚松 符建徐吉）

超速再次被查 驾照又“回炉”

这名女司机想到理论考便后怕

安装警示路标保安全
昨天，在漩栈线栈台路段，穿着反光背心的工人们正在公路两

侧安装太阳能自发光突起路标。连日来，我市公路管理部门组织力
量对夜间行车光线不足、急转弯等路段安装以太阳光为能源、自动
存放电的突起路标，确保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 吴达夫 摄

机声隆，炉火旺，人欢笑，年糕香。 12月
24日，在龙溪镇梅岙村农家小院内的临时年糕加
工点，村民们正忙着做年糕，赶早准备年货，共
享生活喜悦。 詹智摄

本报讯 “老板，我的衣服可
以拿了吗？”日前，市民宏叶一大
早就来到位于玉城广陵路的友谊
洗衣店取走自己前一天拿来干洗
的冬季棉袄。

连日来，友谊洗衣店内一片
忙碌景象，店内的晾衣架上挂满

了干洗完的秋冬衣物，一名店员
将刚送来的衣物进行缝补，一名
店员则忙着将顾客送来的衣物分
类、去渍并放进洗衣机，还有一
名店员忙着熨烫刚洗好的衣服。

“现在我们店里每天至少要
洗一两百件衣物，经常是忙不过

来。”店长叶赛珍告诉记者，冬季
干洗店的生意会比夏季好很多，
由于秋冬季衣物厚重，在家里水
洗无法保证及时晾干，还有就是
由于贮藏不当，一些衣物发霉，
必须彻底清洗才能穿。

位于玉城县前路的百乐门洗

衣店内同样挂满了洗好的羽绒
服、棉大衣、羊毛大衣等秋冬衣
物。店主王国军正忙着熨烫刚洗
好的衣物，他告诉记者，近段时
间，店里每天都有六七十件衣服
送来干洗，生意十分不错。

（林俐应康安）

秋冬衣物厚重难晾干且贮藏不当易发霉

干洗店最近订单多生意旺

本报讯 12月19日晚8时40分
许，在玉城白岩建材市场前路段，
一辆小型白色越野车被交警拦下，
驾驶员摇下车窗，一股酒气迎面扑
来，交警随即对驾驶员进行呼气酒
精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为酒后驾
驶。驾驶员黄某告诉交警，天冷
了，在饭桌上喝点黄酒暖暖身，以

为没什么事，没想到刚开车出来，
就被逮个正着。

转眼进入 12 月，气温骤降，
部分驾驶员在吃饭时喝点酒暖暖
身，饭后则心存侥幸开车上路。为
有效防止辖区酒驾、醉驾违法行为
反弹，市交警大队持续加大对酒后
驾车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12月1

日至 20日，共有 49名“酒司机”
落网，其中13名为醉酒驾车。

在整治行动中，交警以酒店、
饭店、KTV、酒吧、大排档等周边
道路，事故易发、多发点段及城郊
结合部和农村道路、重要村镇出入
口等作为管控重点，采取错时执
勤、昼夜巡查、定点蹲守、分散设

卡、交叉执法等方式，提高勤务组
织的针对性、实效性。

拒酒千里外，安全行万里。交
警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应自觉遵
守交通安全法规，做到“喝酒不开
车、开车不喝酒”，不要心存侥
幸，等到酒驾肇事后就后悔莫及
了。 （何伟峰）

天冷喝酒暖身侥幸开车上路

20天交警逮住49名“酒司机”

□本报记者 张莺莺 刘斌辉

做年糕做年糕 年味浓年味浓

玉环市人民法院将于 2019年 1月 28日 10时至 2019年 1
月 29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执行所依据的法律文书为：（2016）浙
1021民初984号。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玉环市坎门街道海都花园 117幢 2单元
302 室的房地产。房产证：玉房权证玉环字第 162211、
162212号，证载房屋建筑面积87.18平方米，附属2.2米以下
15号储藏室 14.7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玉国用（2014）
第 01964号，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 15.89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类型：划拨；拍卖对象所在层次3层，共6层。

起拍价：42万元，保证金：8万元，增价幅度：5000
元。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企业法人均可参加
竞买。如果参与竞买人（含企业）未开设淘宝账户，可以委
托代理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以代理人
的个人账户代为竞买，但必须在竞买前向我院递交相关证明
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双方到本院办理授权委托手续予以备
案，如未事先办理委托手续备案，本次竞买活动视为参拍人
的个人行为。共同出资按份竞买拍卖标的，应在竞买前到我

院提供共同竞买协议等相关材料予以备案，未办理备案手续
的，本次拍卖视为参拍人单方竞买。

二、预约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年12月26日起至
2019年1月25日止（工作时间内），有意者请提前与本院委
托的司法拍卖辅助机构——展唐通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联系（看样时间根据预约情况由该公司统一安排，请至
少提前三天预约），服务热线：400-616-2616。

三、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
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将自动延迟5分钟。

四、拍卖方式：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保留价等
于起拍价，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起拍价，方可成交。

五、标的物以交付时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
瑕疵担保责任。特别提醒，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
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

六、标的物过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因办理过
户登记手续所涉及的一切税、费、金（含被执行人所承担的
税费金）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应自行办理水、电、电视、
电话、物业等相关配套项目的过户登记、申请手续，所涉及
的一切税、费、金（含被执行人所承担以及所欠的税费金）

由买受人自行处理，拍卖人不承担上述费用。未明确缴费义
务人的费用也由买受人自行解决。

七、与本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可参加竞拍，不参
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当事人、已知优
先购买权人已由执行承办人通知，未接到通知的，本公示满
5日视为已经通知。对上述标的的权属有异议者，请于距拍
卖开始3个工作日前与本院联系。

八、拍卖竞价前淘宝系统将锁定竞买人支付宝账户内的
资金作为应缴的保证金，拍卖结束后未能竞得者锁定的保证
金自动释放，锁定期间不计利息。本标的物竞得者原锁定的
保证金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户，拍卖余款在2019年2月13
日15时前缴入法院指定账户【户名：玉环市人民法院案款
专户，开户银行：浙江玉环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账号：
201000173074564】。并在领取拍卖款收款收据后二十个工作
日内，携带相关材料到本院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及领取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办理拍卖标的物交付手续。

九、司法拍卖因标的物本身价值，其起拍价、保证金、
竞拍成交价格相对较高的。竞买人参与竞拍，支付保证金及
余款可能会碰到当天限额无法支付的情况，请竞买人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网上充值银行。各大银行充值和支付的限额情况
可 上 网 查 询 ， 网 址 ： http://bbs.taobao.com/catalog/thread/
15796010-259586204.htm

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本院发布的拍卖
须知。

看样预约：400-616-2616（展唐通讯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

拍品相关咨询电话：0576-87257089（胡）
网店相关咨询电话：0576-87257090（颜）
法院温馨提醒首次参拍用户：建议模拟竞拍测试流程，

以了解拍卖情况：https://www.taobao.com/markets/paimai/
sf-qa-jump

淘宝技术咨询：400-822-2870
监督电话：0576-87257015（郑）
玉环农商银行贷款咨询电话：0576-87352908
详载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

拍卖公告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18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