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热线 88830196
投稿邮箱 jjxwzx@163.net

电子版：http://epaper.jiaojiangnews.com/

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机关报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JINRIJIAOJIANG

艰苦创业 奋发图强 无私奉献 开拓创新

椒江新闻网：http://jiaojiangnews.com/

台州市椒江区传媒中心
今日4版

2022年5月13日 星期五

第3689期 今日4版

壬寅年四月十三 廿一小满

本报讯（记者 王丹凤 通讯
员 何依妮）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直播带货、在线教育等新就
业新业态行业呈现出蓬勃发展态
势。为帮助企业缓解产品销售困
境，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难题，5
月10日，区总工会组织开展“巾帼
聚电商，建‘数’新时代”线上免费
直播培训课堂首堂课开讲。

本次活动邀请椒江电商服务
中心专业特约讲师张乐，从“针对
零基础人群快速入门”“如何成为
一名合格的主播”“如何成为网红/
大主播”三方面开展，指导女职工
学习电商直播带货技能。

区总工会负责人表示：“本次
培训是工会在现今大环境下，紧
跟时代发展趋势创新的女职工培

训形式，旨在更好地提升女职工
综合能力，以电商赋能的方式焕
发其内生力量，同时也为企事业
单位培育更有竞争优势的女性职
工，接下来我们将于每周二、周四
19:00-21:00 准时开展线上培训，
共6节课。”

台州市富得利眼镜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凝表示：“我们正尝试通
过直播来销售产品，工会培训来得
太及时了，老师专业还免培训费，
真是及时雨，太感激了。”本次电商
直播培训系台州市工会系统首创，
通过线上培训让女职工工作方式、
工作思维和服务水平创新，推动各
行各业加快融入“互联网+”新发
展趋势，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

工会直播培训助力区域经济焕发新生机

本报讯（记者 林琦 通讯员 徐优芝 蒋伊丽）近
日，区住建局针对江滨公园排江口问题开展找短板、寻
盲区、查漏洞、挖死角专项行动，进一步巩固提升“污水
零直排区”建设工作成效，加快推进江滨公园排江口生
态环境问题的挂牌销号工作。

“找寻查挖”专项行动是“五水共治”的有效手段之
一，也是打通治水梗阻的一针“强心剂”。江滨公园排
江口位于台州湾入口处，是改善椒江水质和沿江景观
的关键节点。

4月底，该局联合排水公司，邀请上海市政院环境
治理专家，讨论并确定了江滨公园排江口“找寻查挖”
专项行动方案，明确相关单位主体责任和任务分工，确
保深挖细纠治水漏洞和问题短板，从源头上预防和减
少江滨公园雨污管道混接问题。

为高效高质完成此次任务，切实提高水环境质量，
该局迅速调集排查人员三十余名，分为三组对江滨公
园周边的江滨路、解放路、工人路、中山路四条主干道
及其周边支路开展拉网式、地毯式自查自纠工作，确保
排查点位一个不漏、排查内容速战速决。同时通过线
上工作群，实时反馈排查进度和问题短板，扎实有序推
进排查工作。

截至目前，排查人员共发现江滨公园排江口周边
雨污管道混接问题12个，其中90%的问题已根据实际
情况完成整改，剩余问题将联合对应街道尽快制定整
改方案，加快整改。下一步，该局将继续以‘找寻查挖’
为重点，加大排查力度，做到应查尽查、应改尽改，将排
查整治工作落实落细落地，推动“五水共治”工作取得
实效。

另外，专项行动中充分利用椒江“智慧排水”一体
化管控平台，对管道水位、流量等异常情况或突发事件
发现后及时处置，配合运维班组加快问题处置效率，实
现监测预警、分析、协办、办结全流程闭环管理。

铁
腕
整
治
江
滨
公
园
排
江
口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本报记者 徐丽平

很阳光！
5月10日下午，在康复医院，第

一眼见到何华杰，他的笑就吸引了
我，尤其是笑起来露出的两颗小虎
牙，就如阴雨天突然出了太阳，让人
一下子“亮堂”了。

来之前，对于他的“人生灾难”，
我还在纠结采访时的措辞，而他荡
漾在脸上的笑，仿佛有一种温暖人
心的力量，瞬间化解了我。

高位截瘫，却成了一名粉丝10
万+的短视频博主，不得不承认，我
也被“粉”了。更好奇如此帅气阳光
的他，4年来的人生轨迹又是如何？

曾经，
拿着1000元开始闯荡“精彩人生”

2016年，22岁的何华杰从杭州
某大学毕业，他拿着妈妈给的1000
元钱，拥抱了一下妈妈，就去杭州闯
荡他的精彩人生，他找的第一份工
作是做销售。

“那时学校有校企合作，杭州地
铁公司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我的家
里。我也干了 2 个月的销售，业绩

还没有做出来，正在犹豫要不要去
杭州地铁工作。”可就在一念之间，
何华杰放弃了杭州地铁这份工作，
继续坚持做销售。

接下来的几个月，何华杰销售
业绩慢慢上去了，职位也晋升了，生
活渐渐稳定了下来。

“那时，也有人开玩笑说，凭我
的长相，可以找个萧山女朋友，不用
自己这么辛苦打拼了。但我总觉
得，男人么，要靠自己打拼，不能活
在别人的保护下。”回忆过去，何华
杰有点羞涩地笑了。

为了实现更大的梦想，他离开
杭州，到蒙古从事采购萤石矿的工
作。2017 年 8 月，何华杰来到蒙
古。“一开始到蒙古的时候，我内心
是非常抵触的，真的是一个鸟不拉
屎、人烟荒芜的地方。”本来想放弃
的何华杰转念一想：机遇与挑战是
并存的，或许这也是一种机遇。

“其实我每做一个选择都是非
常慎重的，会分析利与弊，但是一旦
作出决定，就不会后悔，自己承担一
切后果。”何华杰说。

那天，
上天跟他的人生开了个“玩笑”

在蒙古近半年的时间，何华杰
什么苦都吃过，但给家里报的永远
是喜讯，可谓报喜不报忧。

2018 年 3 月 24 日，那一天，他

谈成了 3 单业务，也就在那一天出
差途中，他遭遇了交通事故。醒来
时，何华杰已经躺在医院30多个小
时，“没有痛感，没有力气，人迷迷糊
糊的，极度不舒服。”

偶而听到家里人和医生对话，听
到“高位截瘫”这四个字，他也没觉得
多严重，“一是那时身体非常难受，想
着自己舒服点，没有考虑太多，二是
家里人照顾得太好了，自己也没有太
多的危机感，想着出院后自己锻炼锻
炼，说不定就能好了。”他回到北京做
手术后，就在康复医院里治疗。

可是信心满满康复了一个月，身
体毫无起色，何华杰依然躺在床上，连
最简单的翻身都做不了。他曾无数次
试图站起来，却又无数次重重摔倒在
地，这无疑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

第二个月，他愤怒、难过、绝望，
“人在身体舒服起来的时候就会开
始思考，我想难道我一辈子都成为
家里人的累赘吗？为什么车祸不
一下子死掉呢？要不我现在死掉算
了……”看着下半身失去知觉的自
己，他一度产生了放弃生命的念头。

此时，他想起了他看过的一篇
文章：一位妈妈烧好儿子爱吃的一
桌菜，在坟头哭得撕心裂肺……“如
果我死了，我的妈妈岂不是也这
样？”

这个画面一下子刺痛了何华杰

的心：我要活下来，不能让妈妈哭，
要让妈妈笑！此后，何华杰再也没
有轻生的念头，他重新振作起来，不
断给自己加码做康复训练。

“刚开始，医生一把小杰放到轮
椅上，小杰马上就因为头脑供血不
足，立即晕过去，把我们都吓坏了。
后来，在床上先一点一点抬高，20
度、30度……慢慢让他坐起来。”何
华杰的妈妈邱女士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一个
月、一年……何华杰终于能够坐在
运动轮椅上出门了。

2019年10月，他回到了台州的
家里。

3年后的那天，
短视频让他重启人生收获鼓励

2019年在康复医院的时候，何
华杰开始接触短视频。“那时候我就
是一名看客，虽然觉得有些博主都
好酷，但有些内容比较肤浅。那时
我就想，有一天我要拍一些有价值
有营养的东西，传递给人温暖与力
量。”于是他开始尝试着自学拍摄，
自己在网上学习剪辑。

2020年3月24日，何华杰第一
次开始拍摄短视频。“之所以选择这
一天拍，也有特殊的意义。3 年前
的这一天我受伤了，3 年后的今天
我要重新开始新生活。”何华杰说。

（下转2版）

高位截瘫，却成了一名粉丝10万+的短视频博主，他说，与其去回忆痛苦，不如多卖几副眼镜，赚
钱讨老婆，让家里人过得更好——

走出阴霾就是“阳光”

本报讯（记者 杨成龙） 昨天
下午，椒江区青少年学习贯彻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大会精神座谈会召开。区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谢焕出席会议并讲
话。

“我们可以把阿垦拿锄头的形
象改成穿防护服的形象，实现我们
椒江卫健青年品牌的辨识度和可视
化。”“可以依托各基层劳动保障服
务平台，通过多种形式做好高校毕
业生实名制登记和跟踪服务，联合

残联、民政等部门，提供“一对一”就
业服务，对部分困难学生可采取公
益性岗位方式进行兜底安置。”……
会上，5 位来自我区各行各业的青
年代表，立足自身岗位，结合椒江实
际，围绕学习贯彻庆祝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精神和
对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看法和建
议踊跃交流发言。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是“十四五”承上启下之年，也是全
面落实市、区两级党代会精神的关

键之年。谢焕寄语，共青团作为党
的突击队，正是发挥青年力量、彰
显青年风貌的重要时刻。全区青
少年要坚守“求真务实”的批判精
神，以一身浩然正气筑牢思想根
基；要厚植“为民利民”的家国情
怀，以一颗滚烫初心奔赴信仰高
地；要秉持“有为无畏”的青春态
度，以一腔奋斗热忱激荡人生理
想；要锤炼“自重自省”的品德修
养，以一派严实作风耕耘心灵净
土，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

人民”的心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
裕的新征程中凝聚磅礴力量，为高
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湾区新府城
贡献椒江青年的生动实践。

会上，团区委负责人传达习近
平总书记参加建团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前，谢焕一
行还走访慰问了浙江海正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质量中心 API，QC 团
支部、制剂事业部 307 车间青年代
表。

发挥青年力量 展现时代担当

昨天是第14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下午。区住建局市政中心联合区城发集团排水公司在市民广场冒雨开展“迎亚运”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演
练。演练模拟我区受强降雨影响发生城区内涝的紧急场景，相继进行防汛排涝、疏通清淤、应急物资保障、泵站断电应急处置共四项科目演练。通过
此次实战化演练，以演促练、以练备战，有效提高我区内涝应急抢险水平和实战能力，保障我区安全度汛。 本报记者 白 露 摄

争做 椒江人最美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根据最新疫情防控形势和上
级工作部署，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定于
2022年5月14日至15日在全区范
围内启动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现将有关要求事项通告如下：

检测对象
1.全区市民（含外来人员），

以现居住地为准；
2. 各级各类学校师生 5 月

12日至13日已在学校核酸检测
的，可不重复检测；

3. 对于检测周期内的重点
人群，除原先规定的 1 天 1 次核
酸检测的重点人群外，其余重点
人群按2天/次的频次开展核酸
检测，确保不漏一人。

4.正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居家医学观察、日常健康监测等
人员不参加本次全员核酸检测，
按原管控规定进行检测；

5.接种新冠疫苗未满48小时
者，暂不参加此轮核酸检测（需及时
向村社工作人员报备说明情况）。

5月15日起至17日，全区范
围内所有人员凭5天内（5月12日
—16日）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且健
康码、行程卡、体温无异常，进入
商场、超市、农贸市场、专业市场、
批发市场、培训机构、KTV、酒店、
宾馆、洗浴中心、足浴店、游艺厅、

网吧、酒吧、歌舞厅、音乐厅、桌游
店、棋牌室等公共场所，不符合条
件的暂缓进入。没有智能手机的
老人或小孩，可由随行人员或场
所工作人员使用支付宝“老幼助
查”功能、浙里办App“老幼核酸代
查”功能、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
序进行核酸查验。

注意事项
1.请广大市民按照所在街道、

镇通知的采样点位和时间段，错峰
错时，有序进行核酸检测（具体点位
和时间以各街道、镇的通告为准）。

2. 检测时请主动出示健康
码或身份证件，全程佩戴口罩，
有序排队，保持1米以上距离，主
动配合，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
交谈、不聚集，按要求进出场地。

3. 健康码异常人员到发热
门诊或采样点设立的临时隔离
点进行检测。

4.目前，我区没有本土确诊
病例，没有无症状感染者。请广
大市民朋友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
活秩序，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为了您和
全区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请各位市
民朋友支持配合，感谢您的理解。

椒江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2年5月12日

5月14日至15日，椒江全员核酸检测
15日至17日进公共场所须核酸阴性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