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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9月20日，全国第17个公民道德
宣传日。今天，第六届浙江省道德模
范表彰活动在杭州举行，我市的郭口
顺、曹中贵分别被授予助人为乐模范
和见义勇为模范。

两名玉环人同时登上省道德模
范榜，这是我市深入开展公民思想道
德建设结出的硕果。

近年来，我市以培育先进典型和
“身边好人”为抓手，深入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用心用情打造“好人
之城”，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学典型、个
个做好事的浓厚氛围，弘扬和凝聚了
正能量。截至目前，我市共入选各级
道德模范 26例、“中国好人榜”15人、

“浙江好人榜”18人、“台州好人榜”
116人。

在玉环，好人辈出正绘就出最温
暖、最厚重的城市底色。

崇德向善

平凡人演绎温暖故事

9月 13日晚，中秋夜，举家团圆，
玉环阳光救援队的 10余名队员却穿

行在大街小巷，帮市民搜寻亲人。原
来，当天下午，楚门一市民向阳光救
援队求助：亲人诸某走失多时，请求
帮忙。顾不上过节，阳光救援队组织
队员地毯式找寻，经过近 4小时的努
力，当晚10时多，诸某被成功找到。

这是发生在玉环大地的一个温
暖故事。在玉环，源自于普通市民的
至善感动与温暖大爱，从未停息。

3月 28日下午，在海上作业的坎
门船老大薛松玉，发现远处升起一团
烟雾。判定有船只起火的他，行驶 5
海里赶去救援。不惧“引火上船”，薛
松玉一次次靠近火船，最终将 8名船
员全部救出，并连夜航行21小时将船
员及烧损的渔船送回温岭箬山港。

犹记得，市民章奎德的善举感动
杭城。2018年5月26日下午，在杭州
西湖边喝茶的章奎德，无意间瞥见有
男童落水，当即从座椅上跃起，来不
及脱衣裤，纵身跳入西湖，奋力游向
男童并托举出水面，整个过程仅10余
秒……章奎德西湖边的善举，还引发
了《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头条关注。

不单是惊心动魄的见义勇为，更
多的善与美渗透在寻常的生活中。

“姐姐，抱我起来我看不到”“抢

凳 子 太 精 彩 了 ，我 们 还 要 玩 一
次”……9月11日晚，干江镇垟岭村文
化礼堂内欢声笑语，“锋尚”志愿者陪
着20多个外来务工子女做月饼、玩游
戏，让“流动花朵”提前过快乐中秋。

微服务，小志愿，大快乐。在玉
环，党员志愿服务队、巾帼志愿者协
会、慈善义工协会、救助救灾协会、天
宜社工服务社等各类志愿服务团体
闪耀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开展“利奇
马”灾后救助、爱心帮扶、结对助学、
养老助残、便民服务等，传递温暖。

活跃公益一线的，还有海韵救援
队、阳光救援队、红豹救援队等多支
本土救援团队，成为社会救援不可或
缺的中坚力量。今年以来，仅阳光救
援队就开展了60多次救援任务，帮群
众找回69名亲人。

还有一种温暖故事，是对个人品
质和平凡工作岗位的坚守。龙溪花
岩浦村的普通老农王小先，70多岁仍
一人干三份工，坚持 7年偿还了儿子
治病时欠下的 46万元债务，被誉为

“诚信老爹”。郭口顺离休后一心扑
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上，30多年来开展
各类活动1000多场，受教育青少年30
多万人次，累计帮教吸毒人员432人，

如今已 94高龄仍行走在关心下一代
的路上。郑青岳 40多年来执着于教
书育人，潜心于教学研究，发表论文
近 300篇，出版个人专著 10余本，培
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年轻教师。卓玉
宝身患癌症仍挂心群众，一年到头，
起早摸黑，不在调解现场，就是在去
调解现场的路上。

这一个个平凡的好人，构成了
“玉环好人”的整体群像。他们是城
市里的“小人物”，却用真善美温暖社
会；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照亮了城市，也悄然
改变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已是一
个群体、一种品牌、一种效应，带动整
个城市精神文明的提升。

小城大爱

厚植美德土壤润人心

凡人善举层出的背后，是一片孕
育好人好事的肥沃土壤。

8月27日下午，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杨良强带领文明办、公安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来到玉城街道小普竹村，
向陆绍盛等6人颁发“见义勇为”荣誉
证书和慰问金。 （下转第2版）

好人辈出擦亮城市温暖底色
凝聚起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精神力量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
市长吴才平深入部分骨干企业，开展
主题教育“双扶双强”走访。他强调，
加快推进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是我
们当前为玉环人民谋幸福、为高质量
发展谋出路的基本路径，也是我们面
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道必答题、
必对题给出的“玉环答案”。其中，强
而优的工业，是美丽经济的“压舱石”，

市委、市政府将始终与企业站在一起，
共同面对困难、应对挑战，为企业逆势
奋进，不断做大产业、做强主业提供最
优质的服务和最强大的支撑。

吴才平一行先后走访了玉环赛
林水暖器材有限公司、浙江鑫溢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迈兴机械有限公
司。今年以来，受大环境影响，这3家
企业的产值均有所下滑，但企业的信
心仍然很足，谋发展、求壮大，干劲十
足。其中，“鑫溢”公司在逆境中苦练
内功，通过加大技改投入、推进机器
换人和精细化管理，努力提升产品质
量，拓展新的市场。“迈兴”更是提前
做好了应对逆境的准备，主动调整产
品，进而引导、培育市场，为企业稳健

经营、永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玉环企业家身上这种面对压力

不气馁，逆势奋进的精神，让我感动、
欣慰。”吴才平说，面对经济形势整体
下行的压力，玉环广大企业家不但保
持住了定力，更有一股承压奋进的劲
头，体现了一名企业家应有的对事业
的执着。当前，玉环开启了高质量发
展新征程，正在举全市之力推进新时
代美丽玉环建设，关键要靠一大批

“在逆境中不丧失斗志，在困难中昂
扬干劲”的龙头骨干企业。希望广大
企业家坚定信心，进一步加大科研、
技改投入，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和转型
升级步伐，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同时，
积极开拓新的产品和市场。要以“越

是艰难，越要砥砺前行”的决心和勇
气，迅速走出困境，实现发展壮大，为
建设“美丽经济”，推动玉环高质量发
展再立新功。

吴才平强调，服务企业，是政府
部门天经地义的事，义不容辞。各
级、各部门要把扶工强企作为头等大
事，持续做优服务、营造好发展环境，
为企业逆势奋进减轻压力，创造条
件。当前，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双扶双强”
走访，切实解决好企业发展中存在的
实际困难，给企业发展以信心，真正
践行好“为玉环人民谋幸福、为高质
量发展谋出路”的初心使命。

（应挺刚 林航宇）

吴才平深入部分骨干企业开展“双扶双强”

为企业逆势奋进提供最优服务

本报讯 9月 17日，根
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
决定，授予 42人国家勋章、
国家荣誉称号。

中国刑法学泰斗高铭
暄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
家荣誉称号。

据了解，今年91岁的高
铭暄出生于大麦屿街道鲜
叠社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
名誉会长，当代著名法学家
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
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
者。作为惟一全程参与新
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
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
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
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
一部统编刑法教科书的主
编者，为我国刑法学人才培
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
献。 （曹思思）

高铭暄获
国家荣誉称号

本报讯 70年波澜壮阔的征程、
70年沧海桑田的巨变、70年春华秋
实的收获……昨晚，“我爱你中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专
题音乐会在玉环大剧院举行。音乐
会通过管弦乐演奏、演唱等多种表
演形式，奏响红色旋律，祝福伟大的
祖国。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良强参加
活动。

当晚 7时许，由市少儿弦乐团带
来的小提琴齐奏《我爱你中国》拉开
了音乐会序幕。一张张朝气蓬勃的
面孔映在灯光下，小朋友们满怀自信
演奏出对新生活的希冀与梦想。在
管弦乐声的渐进和渲染下，《我的中
国心》《红旗颂》《我的祖国》《我和我
的祖国》等经典演唱曲目，以独特的
方式诉说着人们深藏心底的爱国情
怀。此外，《讨小海》《玉环岛之歌》等
充满地方特色的管弦乐曲轮番演奏，
极尽优美的曲调、婉转动听的旋律，
展现了新时代玉环的海岛风情与奋
进脚步。

台上表演者们个个精神饱满，服
装端庄得体，用娴熟的技法深情演
奏，赢得台下阵阵掌声。

“听了今晚的音乐会后，大家都
感到振奋人心。”市民张娟表示，祖国
壮丽 70年的发展让每位中国人都感
到骄傲，她会把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带

到平时工作中去，为社会贡献自己应
有的力量。

音乐会结束后，市民李先生难隐

心中激动之情，仍然意犹未尽。他
说，晚上的每首曲子都能唤起内心深
处的热情，让大家在走进新时代、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焕发出无穷
力量。

（李敏敏 吴铭）

奏响红色旋律 祝福伟大祖国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题音乐会举行

9月19日
▲市委书记、市长吴才

平检查企业消防安全。

▲副市长蔡木贵检查
楚门镇电镀行业企业消防
安全。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
市长吴才平深入玉城街道调研指
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他强调，玉城街道作为玉环
的首善之区，要坚持高站位谋划、
高标准要求、高效率推进，把“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落实落细，尤其要在推进城市有
机更新中，守初心、担使命、挑重担，
努力在主题教育中走前列、作表
率，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加快推动新
时代美丽玉环建设。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郑志源，
市委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陈志鹏
等参加调研。

吴才平一行实地走访了玉城
街道三潭村，与当地村干部座谈交
流，详细了解三潭村主题教育开展
和新村融合发展情况。得知三潭
村主题教育和新村融合两两皆好，
吴才平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三潭
村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抢抓
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机遇，凝心聚
力、担当有为，全力抓好项目实施，
潜心谋好发展之路，让村集体经济
更加壮大，村民生活更加美好。

随后，吴才平一行还认真听取
玉城街道主题教育开展情况的汇
报，并悉心听取街道领导干部有关
工作意见和建议。吴才平强调，全
市上下要通过这次主题教育，真正
为玉环人民谋幸福、为玉环高质量
发展谋出路。特别是玉城街道，要
坚持从严要求，在牢牢把准各项要
求上走前列、作表率，按照“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认真对照中央提出的“五个目标”
任务，将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确保规
定动作一个不漏、不打折扣。

要坚持以虚促实，在着力提升
教育实效上走前列、作表率，关键
是要找准自身定位，抓好工作载
体，通过主题教育，凝聚起奋进新
时代、建设美丽玉环的强大共识，
激发起城市有机更新的热情干劲，
做深做细各项工作，加快城市美丽蝶变，创造百姓美丽生活。

要坚持问题导向，在狠抓问题整改落实上走前列、作表
率，始终把解决问题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上，围绕制约玉城发
展、建设、民生的问题，结合调查研究、平时走访，摸准梳理问
题，街道领导领衔带头分门别类予以解决，在此过程中特别要
广泛征求基层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真正提升教育实效。

要坚持从深从细，在增强教育组织严密性上走前列、作表
率，关键要系统谋划、精心组织、扎实推进，从严从实从细开展
主题教育，确保领导精力到位、组织保障到位，尤其是主要领
导干部要以上率下、身体力行，一级带着一级干，确保这次主
题教育有序、高效。

当天下午，吴才平一行还来到玉城街道东门社区、石井社
区，走访慰问了困难党员於贻都、建国前老党员朱冬莲。

（倪孔法 刘腾 吴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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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坚守初心不忘本 鼓劲扬帆再出发
主题教育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详见2版

陈灵恩陈灵恩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