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实 习 生 叶毅和 文/摄

昨日下午，天气闷热，负责城中
北路路段保洁工作的环卫工人老
贺，走进城中北路253号福彩站点，
从“福茶小站”的茶水柜中倒了一
杯凉茶，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冬天
我还在这里热过饭，现在天气热，在
里面吹个空调，喝口凉茶休息一下，
太惬意了。”

走进这家福彩投注站点，记者
注意到，“福茶小站”四字格外醒目。
小站的陈列台上摆放着矿泉水、开
水壶、茶叶、水杯、微波炉以及一些
常用药品。

“现在我的站点不单是销售福
利彩票，还能为大家提供暖心服
务，实在太有意义了！”该站点负责
人吴福青介绍，中国福彩设立“爱
心驿站”项目之初，他们夫妇俩第一
时间向义乌福利事业发展中心提出
申请，成为我市首批设立“爱心驿
站”的福彩投注站，至今已持续设立
4年。去年，“爱心驿站”升级为省级

“福茶小站”，功能服务更加完善。吴
福青说，“福茶小站”既为环卫工人、
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提
供防暑物品、遮风避雨等的帮助，也
为街坊邻居提供代收快递的服务，
小小举动方便大家。

据悉，在义乌，像这样为民服
务的“福茶小站”共有 98 个，遍布
全市 14 个镇街。“我们建设‘福茶
小站’的初心，就是希望给户外工
作者及市民一个落脚点，让他们
可以在口渴时喝杯水，疲劳时歇
歇脚，盛夏时避避暑，寒冬时暖暖
身，下雨时挡挡雨……同时，也希

望大家能够通过‘福茶小站’这个
窗口，感受到义乌这座城市的温
度。”义乌福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余良元说，接下来，义乌福彩将继
续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的发行宗旨，根据全市福彩投注站
的分布情况，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建设更多功能完善的“福茶小站”，
让“福茶小站”成为市民朋友的“温
暖之家”。

“福茶小站”，让城市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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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垃圾分类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7 月 18 日晚上 7 时，廿三里街
道西京村边的游步道上聚满了前来

“赶集”和“看热闹”的村民们。“走过
路过不要错过，漂亮的发夹只要 3
块钱一个。”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小摊主”虞依沁忙不迭地叫卖起了
自己的商品。

原来，为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
活，廿三里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举办“拨浪鼓创意市集”，当天的活
动在西京村拉开帷幕。傍晚 6 时，

暑气尚未完全消散，“小摊主”们迫
不及待地来到场地，开始架设摊
位。有的“小摊主”在地上铺一块花
布，有的“小摊主”在家长的陪同下
支起了小桌板；售卖的商品有手工
艺品、玩具，也有饰品、服装等。为
了这次创意市集活动，“小摊主”们
还精心设计了宣传海报，“欢乐杂
货铺”“低价狂甩”等字样吸引了不
少人驻足观看。

活动现场，叫卖声和吆喝声此
起彼伏，孩子们扮演起“老板”的角
色，在家长的带领下向往来村民推

销自己的商品，有模有样地与顾客
讨价还价。过往村民游走在各个摊
位之间，认真挑选起自己心仪的商
品。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中还穿插
了党史问答、反诈问答、趣味扔沙
包、跳绳、魔方挑战赛等游戏环节，
游客参加游戏后可领取相应的文
创兑换券，现场兑换小礼品。

“我今天卖出了四单，赚了 40
块钱，太开心了。”虞依沁是华溪小
学四年级学生。还有乐哈哈幼儿园
中班的小朋友李雅琪，在奶奶的陪
同下参与了创意市集，“我今天卖

出了 4 个发夹，下次我还要参加这
样的活动。”

据廿三里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工作人员季宇航介绍，“西京
村是‘拨浪鼓创意市集’活动的第
一站，接下来街道将继续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反诈宣传、防溺水宣传
等内容，在全街道 34 个村社流动
举行创意市集活动，希望通过一场
场创意市集，传承廿三里独特的拨
浪鼓文化，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
活，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新风吹入千
家万户。”

欢乐仲夏夜 村民齐赶集
廿三里“拨浪鼓创意市集”人气颇旺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本报讯“这条线路的开通，
让我们可以直接往返于两个市场
采购商品，真方便。”7月18日上
午，一名采购商在国际商贸城三区
BRT站台坐上了直通进口商品城
孵化区的BRT专线，再次感受到
商城义乌交通的快速和便利。

据了解，为进一步强化国际
商贸城与进口商品城孵化区的公
交连接，更好地服务进口商品城
孵化区人员往来，7月18日，恒风

集团正式开通国际商贸城至进口
商品城孵化区的 BRT 专线。据
悉，该线路每日发班 14 班，享用
BRT1 号线的专道资源，充分利
用国际商贸城三区 BRT 站台客
流集散的特点，借助国贸大道、环
城西路快速通行的能力，提升该
专线的出行速度，同时提高出行
服务效率。此外，恒风集团还与商
城集团合作，在公交车身投放市
场专线广告，方便广大客商和市
民辨识该专线车辆，并以此提高
进口商品城孵化区的知名度。

我市新增一条BRT专线
客商往返两大市场区块更便捷

▢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本报讯 近日，在西城路（丹
溪路—宾王路）道路改造工程现
场，随着最后一块侧石铺装完成，
标志着该工程正式完工。

西城路（丹溪路—宾王路）
道路改造工程，南起丹溪路，北
至宾王路，道路总长约 1400 米，
道路规划宽度 60 米，由人行道、

辅道、侧分带、主车道、中央分带
等组成。

本次改造主要包括修缮道路
主车道龟裂、沉降，更换绿化带及
人行道砼侧石，升级人行道荷兰
砖铺砖及盲道，修复主要涉及雨
水口及连接管。经过改造提档，有
效改善该路段易堵车情况，提升
市民行车驾驶体感与观感，满足
居民日常出行需求。

西城路道路改造工程完工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通 讯 员 傅康宁

本报讯 7 月 16 日下午 5 时
许，杭金衢高速往衢州方向过义
乌收费站 3 公里处发生一起小
货车侧翻事故，金华高速交警一
大队民警在监控中心发现了这
起事故，但过了几分钟既没有接
到驾驶员报警，也没有看到驾驶
员从车内爬出，最近的施救力量
又尚未赶到现场。民警不由得担
心这名小货车驾驶员的安危。

就在这时，一辆红色的小车
停在了侧翻小货车的前方。只见
车上下来一名男子，先是爬上了
侧翻小货车的车窗，将车内驾驶
员拉出，并让货车驾驶员站到护
栏外的安全区域。然后拿出三角
警示牌，将它放置在来车方向。
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这名男子并
未急着离开，而是帮助引导救援

车辆停靠，并不断做着手势提醒
过往车辆。当监控拉近后，高速
交警一大队值班民警才发现，原
来这名停车救人的男子竟然是
自己的同事——金华高速交警
三大队民警魏晓敢。

事故发生时，魏晓敢正好休
假从浦江到金华。事后，魏晓敢
说：“当时我发现一辆车侧翻在
路上，但是没发现驾驶员在边
上，根据工作经验判断，驾驶员
很有可能被困在车内。于是我
马上靠边停车下去查看情况，
当发现驾驶员只是被困在驾驶
室内且人员并未受伤时，我便
松了口气。之后做的事情，可以
说是把自己工作中的本能发挥
了出来。”

事后，被救的小货车驾驶员
对魏晓敢一再表示感谢。据了
解，这起事故是由于车辆炸胎引
发失控从而导致翻车的。

货车炸胎高速翻车
休假交警停车施救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本报讯“当时我感觉自己身
体很不舒服，突然眼前一黑，什
么都看不见了。”近日，脸色苍
白、精神萎靡的许女士面对交警
时如是说。就在几个小时前，许
女士经历了一场大事故，她驾车
冲上绿化带，一连撞断了 5 棵小
树，车辆损失严重，坐在副驾驶
的妹妹还因为未系安全带，从天
窗被甩了出去。

当天下午1点30分，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廿三里中队接到报警
称，商城大道西京村路段发生一
起单方事故，车损比较严重，有人
受伤。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

场。只见一辆现代车栽进绿化带
里，边上有5棵小树被连根拔起，
车头受损严重，车内安全气囊均
已弹开。一名热心司机告诉民警：

“人已经被救护车接走了，我当时
正好跟在后面，突然看到前面这
辆车冲过去，出了车祸，赶紧下车
查看情况，报警救人。我这里还有
行车记录仪。”随后，该司机将行
车记录仪视频提供给民警。

民警回到单位查看监控后发
现，这起事故真的惊险，原本正常
行驶的车辆，突然往右侧直愣愣
地冲过去，并一头冲进绿化带，扬
起阵阵灰尘。幸运的是，此次事故
除了车损比较严重外，许女士姐
妹俩身体并无大碍。

行车途中眼一黑
车辆栽进绿化带

环卫工人在环卫工人在““福茶小站福茶小站””取水解渴取水解渴

▢ 通 讯 员 丁凯莉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摄

本报讯“原来这里是垃圾分类投
放点啊，设施齐全，地面整洁，看上去
挺不错的。”7月19日上午，一名刚收
到新房钥匙的卿悦府西区业主领着家
人参观小区环境，走到眼前的这幢小
房子前，带着好奇心进去转了一圈。

为进一步强化垃圾分类监督管理，
实现可回收垃圾资源化利用，近日，稠
城街道建设完成首批“3.0版”垃圾分类
投放点。这也标志着，稠城街道正式迈
入垃圾分类投放设施3.0智能时代。

据介绍，不同于早期亭体式“2.0
版”垃圾投放点，“3.0版”垃圾分类投
放点从选址、体量、收运等方面均进行
了优化。其中，在整体结构上采取砖混
结构，即房屋式垃圾投放点。另外，新

版垃圾分类投放点对功能区块也进行
了有效划分，共设置投放区、储桶区、
刷卡区、冲洗区、低价值可回收物收集
区等区块。

“‘3.0版’垃圾分类投放点开放时
间为每天 6:00—9:00、17:00—20:00。”
据稠城街道城管办相关工作负责人介
绍，每个垃圾投放点配备有语音提醒
群众按时投放、分类投放垃圾，且 24
小时全程监控，垃圾不按规定分类投
放的，可进行抓拍，便于后续管理提
升，让垃圾分类更加便民化、智能化。

据了解，截至目前，稠城街道辖区
内的通惠社区卿悦府西区、市场社区
望江府等小区内的“3.0版”垃圾分类
投放点已建设完成，待居民入住后就
可以正式投入使用。接下来，稠城街道
将在壹号院、翰林苑、华丰府、望辰府
等新建小区，全面有序推进“3.0版”垃
圾分类投放点建设。

从“扔进桶”到“分类扔”，从“分类
扔”到“定时定点扔”，每一步习惯的养
成都需要持久的引导和培养。连日来，稠

城街道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集中培训、
广泛宣传等方式，努力提升工作人员业
务水平，增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听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家里堆放
的这些饮料瓶可以通过分类投放变成
卡里的积分，不同的积分又可以换取

一些生活必需品，我们对这个‘3.0版’
垃圾分类投放点很期待。”不少业主表
示，虽然目前还没入住新房，但对社区
的这种做法还是挺支持的，“既能有效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又能让小区居民
得实惠。何乐而不为！”

颜值更高 功能更全

稠城首批“3.0版”垃圾分类投放点建成

““33..00版版””垃圾分类投放点外观垃圾分类投放点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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