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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
我区教师杨燕燕获殊荣 全省仅 6 名
本报讯 （通讯员 曾恋艳）
2017年 1月 5日晚，
“ 若有光芒，
必有远方”2016马云乡村教师奖
在 海 南 三 亚 举 行 颁 奖 典 礼 ，100
位来自全国 13个省市区的乡村
教师来到颁奖现场，接受大家的
致敬和荣誉。经过近 8个月的一
系列筛选、初评、走访、终评，最
终洞头区钱江电视希望小学的
杨燕燕老师荣获这一殊荣，而我
省 仅 有 6名 乡 村 教 师 获 这 一 殊
荣。
杨燕燕，小学语文高级教师，
温州市名班主任。曾荣获“全国
优秀辅导员”
“市师德楷模”
“市党
员之星”
“市骨干教师”
“市优秀班
主任”
“市德育先进工作者”
“区最
美教师”等几十项荣誉称号，所
带的班级多次获市县先进班集体
称号。近三十余次在市县级层面
做班级管理典型经验介绍及专题
讲座；几十篇课题论文在全国及
省市县获奖。

“我们的孩子能让这样的老
师来教这是我们的福气呀！”这
是杨燕燕老师任教班级家长经
常 说 的 一 句 话 。 2016年 6月 快
临近放假的时间，洞头城区的新
实验小学面向全区小学招聘骨
干教师，这些纯朴的农村家长们
得知这一消息，怕杨燕燕老师会
调 走 ，就 一 波 又 一 波 地 来 到 学
校，为老师送来了一面锦旗：
“辛
勤教育，真心关爱！”许多家长热
泪盈眶地恳求着老师：
“ 杨老师
留 下 来 吧 ，孩 子 们 真 的 很 需 要
您，这个学校也很需要您这样的
老师……”听到家长们一句句朴
实的话语，看着孩子们那一双双
城镇学校的机会。她一直告诉自
闪着求知愿望的眼神，杨燕燕老
己：这里的孩子需要我，这里的家
师就忘记了对丈夫和孩子的承
长需要我。正如她自己所说的：
诺 —— 调 回 城 区 ，好 好 照 顾 家 “当一位人民教师，如果能在人民
庭。
最需要她的校园里从事工作，那
从 2001年至今，杨燕燕老师
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呀！”
一直坚守在钱江电视希望小学，
正是这种朴素且真实的感
15年来，她无数次放弃调回本岛
想，正是这份执着且幸福的追求，

垅头村文化礼堂：

温暖腊八志愿情 拳拳爱心暖深冬
在垅头村文化礼堂门口，好
厝边志愿者们摆起了桌椅，不一
会 就 坐 满 了 来 吃 粥 、打 粥 的 村
民。
“ 大家不要急，今年我们准备
得很充分，料很足，还预留了两桶
一会儿给在家的老人们送去”，有
了多年经验的志愿者在现场表现
得更加游刃有余。
现场，
垅头村文化礼堂还召集
志愿者举行了升国旗仪式。在雄
壮嘹亮的国歌声中，
鲜艳的五星红

旗迎着清风在蓝天下徐徐升起。
“都说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
八节的到来也预示着新年的脚步
将至，在今天这个日子里举行升
国旗仪式，让我们的志愿者们再
次在国旗下作出庄严的承诺，在
新的一年里，
‘ 好厝边’将继续努
力前行，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关怀
和感动！”
参加升旗仪式的志愿者
庄严肃立，满怀对祖国母亲的深
深祝福。

义诊问健康 腊八送温暖
“老陈，快一起去文化礼堂吃
腊八粥咯，
今儿现场还有体检活动
呢！”
家住半屏山文化礼堂边上的
林阿姨一大早就走门串户邀请邻
居一起前往文化礼堂体验腊八。
为了让村民们欢度节日，
健康
过节，
半屏山文化礼堂在腊八粥派
送的基础上还邀请了药学志愿者
们在现场开展了包括量血压、
免费

健康体检、
普及医学常识和健康知
识的
“义诊问健康，
腊八送温暖”
活
动。
此外，半屏山文化礼堂的志
愿者们还兵分两路，专程前往外
埕头等村上门为困难户、独居和
空巢老人送上一碗腊八粥，给社
区群众送去了冬日里的温暖和
祝福。

暖的爱心腊八粥，蓝港社区分设
了两个派粥点，除了在文化礼堂
设 立 外 ，还 在 洞 头 村 设 立 了 一
个。
“一会就到孩子来学校的时
间了，大家都利索点儿，让孩子们
都能吃到腊八粥。”在中仑文化礼
堂派粥点，总干事叶明稳一大早
也和志愿者们一起忙活开来。

郑群/制图

颁奖现场。
20年来，杨燕燕老师始终安静平
和地坚持在农村教学第一线，用
爱心播撒幸福，用智慧书写教育，
赢得了学生、家长、同事的普遍赞
誉。
据悉，在三亚海边颁奖，是马
云乡村教师计划的传统。马云认
为，大海带给人想象，没有想像力

本报讯（通讯员 杨素娟）

邮政快递办理方便更省时

为了方便广大申请人及时申
领出入境证件，省公安厅与省邮

政局签订了出入境证件邮政特快
专递服务合作协议，市民办理出
入境证件如选择邮政速递，证件
办结后公安机关通过邮政部门以
特快传递方式将出入境证件直接
送达到申请人手中，申请人申领
出入境证件送达时限也将严格按
照国家邮政速递标准时限完成。
另外，目前洞头出入境接待
大厅办证收费仍采用现金缴纳，
请尽量携带足够现金。

的老师教不出有想像力的孩子。
而每年选出的 100位乡村教师中，
有近 80%的老师从没有看到过大
海。所以，每年冬天的颁奖总会
选择在温暖的海南，让许多从来
没有走出过大山、草原、高原的老
师，享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和快
乐。

【腊八节的由来】 自先
上古起，腊八是用来祭祀祖先
和神灵（包括门神、户神、宅
神、灶神、井神）的祭祀仪式，
祈求丰收和吉祥。据《礼记
郊特牲》记载，腊祭是“岁十二
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夏
代称腊日为“嘉平”，商代为
“清祀”，周代为“大蜡”；因在
十二月举行，故称该月为腊
月，称腊祭这一天为腊日。先
秦的腊日在冬至后的第三个
戌日，后来佛教传入，为了扩
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遂附会传
统文化把腊八节定为佛成道
日。后随佛教盛行，佛祖成道
日与腊日融合，在佛教领域被
称为“法宝节”。南北朝开始
才固定在腊月初八。

及时核对证件的有效期
2016年 12月 30日，市民王先
生一家要去香港跨年，全家订好
了在香港的酒店和行程，当天一
家人高高兴兴抵达深圳，没想到，
意外出现了，王先生通行证上的
签注有效期已失效。因为一时大
意，耽误了行程，也扫了兴，这让
王先生一家懊恼不已。
警方提醒，市民出行前，特别
是计划赴港澳游的市民，请仔细

1月 9
日下午，经过 2天激烈角逐，洞头区首届“农信杯”乒乓
球赛在区文体中心圆满落幕。
赛场上，参赛队员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运动
员们挥拍比拼，攻球、削球、搓球等技术运用娴熟，让台
下观战的职工看得眼花缭乱，文体中心内不时传来阵
阵喝彩声、呐喊声。经过激烈角逐，机关一队摘得机关
事业组桂冠，电信最终摘得企业组桂冠。
“我们组织这个比赛主要是为了丰富职工体育文
化，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乒乓球协会成立两年
来，已经举行多次团体性比赛。”据乒乓球协会会长吴
海滨介绍，此次比赛共有来自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及街
道等 29支代表队的 173名运动员参加，分 2个组别进
行。
“此次大赛对我们全区职工而言是一种福利，也是
一种锻炼。因为通过这个球赛，不仅提高球艺，而且是
全体职工的一个聚会。”乒乓球运动员柯朝旭如是说
道。
据了解，本次“农信杯”乒乓球赛由区总工会主
办，农信联社协办，区乒协承办，大赛拉开了区总工会
2017年职工文体活动序幕。下一步，区总工会将继续
本着
“服务职工，关爱职工”的原则，积极为我区广大职
工群众搭建文化体育交流平台，激励职工以饱满的热
情、强健的体魄投入到
“打造三区战略，建设海上花园”
建设中去。

春节汽车班次时刻表公布
市民出行需提前了解

洞头网讯（见习记者 陈莉莉）

临近春节，为了让
广大旅客方便乘车，1月 10日上午，温州交运集团洞头
有限公司公布 2017年春节期间班次发车时刻表（1月
26日-30日），大年初一（1月 28日）洞头至各地多班次
全线停运。
洞头至杭州、杭州至洞头线路，除夕和正月初一全
线停运。
洞头至乐清、乐清至洞头线路，正月初一全线停
运，除夕当天下午发车截至 14：30。
洞头至苍南、苍南至洞头线路，除夕下午班次停
运，正月初一、初二全线停运。
洞头至动车站、动车站至洞头线路，除夕下午班次
停运，正月初一全线停运。
洞头至温州、温州至洞头线路、公交及城乡巴士春
节期间不停运，不过发车时间略有变动。
小编提醒：春节期间旅客较多，请广大市民朋友出
行注意安全，若有疑问联系洞头客运站咨询。联系方
式：0577-59392222
（636222
）。

东岙顶、岙仔文化礼堂：

粥香四溢 暖身暖心
“这已经是连续四年在家门
口的文化礼堂腊八粥了！”东岙
顶村派粥的阿姨们都乐开了花。
同时，岙仔文化礼堂还特意
在村里老年人爱心食堂分设了
一个派粥点，让老人们吃得更加
方便。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的村民
吃到腊八粥，岙仔和东岙顶的好
厝边志愿者们还挨家挨户地为
辖区的失独、空巢、高龄等老人
送去热气腾腾的腊八粥和节日
的慰问，与他们一同度过美好的
腊八节。

下社文化礼堂：

吃着腊八粥 身暖心更暖
当天上午，村民早早地等候
在腊八粥发放点，花生、红枣、薏
米、莲子、红豆、桂圆等经过柴火
的熬煮，飘散出阵阵香味，随着腊
八粥的香味渐浓，礼堂里也开始
人头涌动。当一碗碗冒着腾腾热
气的腊八粥，端至村民面前，村民
的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悦。
在送粥活动现场，一位柯姓
大妈边吃着热乎乎的腊八粥边不

断赞叹：
“ 能在这特殊的节日里，
喝上如此可口的粥，不仅仅是身
暖，心更暖！”
“为了让大家能在 7时吃上
腊八粥，我们从早上 4时就开始
准备。”下社文化礼堂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腊八节是传统节
日，我们在传递真情的同时，还
要以实际行动来传承中国传统
习俗。”

微动力志愿者：

传递爱心 感受温暖
当大部分人还在梦乡中的时
候，
微动力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
已经早早起床，
精心熬制一份份热
气腾腾的腊八粥，
并赶到各个免费
派粥点，
为早起的市民送上这一份
“温暖”
。
一位行人笑着说：
“每年的这
个时候，不管天气再冷，只要喝上
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
心里头就会
变得暖暖的。
”
小小一碗腊八粥，
虽
然无法送到所有人手中，
但是浓浓
的温情却已在志愿者心中传递开
来。
“很好吃，
谢谢这些志愿者这么

春节出境游升温 警方提醒三事项
随
着消费意识的转变和消费水平的
不断提高，近年来，办理出国（境）
证件的人数连年攀升。春节临近，
出境游成了很多市民的选择。洞
头出入境管理大队提醒 广 大 市
民：为了保证春节的顺利出行，
在
办证时应及时注意了解相关事项。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振 通讯员 胡俊彪）

温

蓝港、中仑文化礼堂：

在蓝港社区文化礼堂门口，
集聚了大瞿南策等离岛群众。
“真
好，像大家庭一样，我们两个岛的
群众一起过腊八，换成是以前，那
可是要提前乘船的啊，如今在自
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了呢！”老协
会长周老伯一大早就在礼堂门口
感慨起来了！
为了让社区群众能喝上暖

拉开 2017 职工文体活动序幕

“熬出腊八粥，甜蜜
送香浓”。又是一年腊
八时，洞头区纷纷举行
公益派粥活动，让大家
一起品味舌尖上的幸
福，感受传统文化气息。

情暖
腊心
八百
岛
腊八粥香飘邻里 和睦社区暖人心
半屏山文化礼堂：

首届“农信杯”乒乓球赛落幕

核对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通行
证上的旅游签注一年或者三个月
的有效期内，选择任何一天前往，
每次停留不超过 7天，持有两次
有效签注的市民，可分两次进入
香港地区。市民进入香港或澳门
地区后，注意计算好返程日期以
免疏忽大意造成非法滞留。

办理证件要预留充足时间

2016年 12月 13日，洞头市民
郭女士领到了护照，欲到欧洲过

早起来给大家熬粥，
很温暖。
”
微动力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陈
素芳告诉记者，
微动力志愿者参与
腊八粥派送活动，已经持续了三
年，
他们就是想把这份爱心传递下
去，
并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活
动中。
在腊八节当天，除了各乡镇
街道和微动力志愿者外，还有许
多社区组织、民间团体和普通市
民参与其中，为周边及过路行人
端 上 一 碗 腊 八 粥 ，送 上 一 份 温
暖。

本报综合报道

圣诞节。没想到，当她兴高采烈
拿着护照到旅行社要报名参团，
却被工作人员拒绝了，理由是她
报名太晚，已经来不及为她办理
签证，因为办理该签证至少需要
提前一个星期申请。
警方提醒，港澳通行证和台
湾通行证的办理时间时限是 10
个工作日内，签注 7个工作日内，
市民拿到通行证之后可直接前往
港、澳、台地区。而计划出国旅
游、探亲的市民在 10个工作日内
拿到出入境管理部门签发的护照
后，还需要通过旅行社等渠道办
理签证，据了解，长线出境游签证
手续繁杂，签证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市民还得提前办理护照，预
留好办理签证的时间。

春节临近
谨防保健食品消费陷阱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光碧）

近日，区消保委接到
群众投诉，我区一些地方出现一种保健食品宣传讲
座，先是免费给老年人赠送一些小物件，诱惑居民参
与，最终将质劣价低的保健食品以高价出售，造成老
年人财产极大损失。为此，温州市洞头区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提醒广大消费者，春节临近，警惕购买
通过诱惑式宣传夸大保健食品功能和高价推销保健
食品。
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投诉后，立即组织调查，经执
法人员现场检查，该公司于 2016年 12月 22日经区市
场监管局注册成立，经营者经营主体手续完整、经营
产品属于批准的保健品，产品在许可检验和日常检
验中均为合格。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关注该公司经
营情况，并将其列入重点监管对象。
但消保委提醒，保健食品是食品的特殊种类不能
代替药品，没有疾病治疗、预防作用，大部分保健食
品对疾病只是起辅助作用，且不是所有老年人都可
以无选择适用。保健食品不含全面的营养素，也不
能代替其他食品，老年人要坚持正常饮食。
同时，不要听信商家的夸大宣传。购买通过讲座
宣传的保健食品时，务必做到“四查看”。即注意查
看经营企业有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产品是
否合格；产品包装上是否印有保健食品标志（小蓝
帽）及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经营场所中宣传广告或带
有广告性质的宣传册是否经过审批；现场宣传和广
告有无夸大，谨防上当受骗。
此外，要克服“占小便宜”的心理。举办健康讲
座、发放免费商品、设置免费体验等是吸引消费者的
一种经营模式。商家为了推销产品，名义上发放免
费商品，实际上所有的费用都会体现在产品的最终
售价上，由实际购买者承担。消费者要通过正规的
渠道购买保健食品，索要正规的销售凭据，切忌通过
非法的传销和会议销售等途径购买保健食品，要通
过多方咨询、多家比较，上网查价等方法了解产品的
实际价格，谨防高价购买。

未来一周先雨后晴
周末可放心出游
本报讯（记者 郭芬芬 通讯员 莉莉） 记者从气
象部门获悉，未来一周我区先雨后晴，气温在 10℃左
右，市民请做好防雨防寒工作。同时，周末为多云天
气，想出门走走的市民可放心游玩。
前几天气温较高让小伙伴们很是惊讶，说好的厄
尼诺尔气象年之后的寒冬呢？而且由于气温高导致今
年冬天花菜大量集中上市，菜价从往年的五六块降到
了一块钱。而这两天天气转寒，颇有冬天的感觉。
根据天气预报，1月 12日，我区阴有时有小雨，气
温 10～13℃；1月 13日，阴有时有小雨，10～12℃；1月
14日，多云，8～11℃；1月 15日，多云到晴 ，6～11℃；1
月 16日，多云到晴，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