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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新闻名专栏

院外杂草丛生，院内部分倒塌失修

“剿匪战斗旧址”谁来修葺？

本报记者 李尖

“我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每
当谈起自身的经历，瓯海区检察
院梧田检察室副主任林国是一如
既往的低调。当同龄人刚迈进大
学校门时，年仅18岁的他就已法
律大专自考毕业。在他心中，成
为一名法律人是不变的追求。通
过不断的努力学习，在繁重的工
作之余他又自学通过了法律本
科、司考、公考，最终在瓯海区检
察院成功圆梦。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一线工作
的基层检察官，十二年来，林国先
后在反贪局、公诉科、案管办等部
门任职。在接手梧田检察室工作
之后，林国每天接触的案件形形
色色、五花八门，甚至有些琐碎，
但心思细腻的他总会想方设法调

处化解。除此之外，如何传承和
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使老百
姓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维护，矛
盾纠纷得到就地化解，成为他每
天思考的问题。
“案结事了，这是对老百姓最

好的交代。”在他看来，办案的过
程也是一个修复社会关系的过
程，如果案子判完了，双方都不服
都要上访，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
无法消除社会矛盾。

在一起因出租房转让费引发
的纠纷中，房东涂某殴打租户林
某夫妇，致使二人受伤。但双方
始终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
见。

提审时，林国发现涂某虽有
赔偿的意愿，但对法律的理解与
法律规定有较大差距，只愿支付
少量的赔偿金额。而林某夫妇，

其对赔偿金额又有较高的期望。
在林国的建议下，涂某的家

人申请了法律援助，由辩护人向
涂某讲解法律依据，分析涂某在
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及赔偿的范
围，终于使涂某对自己的行为有
了正确、理性的认识。同时，林国
多次向两名被害人释法说理，解
释法律法规关于赔偿方面的规
定，引导他们形成合理的诉求。

在瓯海区检察院，一场特殊
的调解开始了。运用远程视频提
审系统，连线远在看守所的涂
某。而被害人林某、何某与涂某
的家属则身在瓯海区检察院的调
解室。林国多次往返于远程视频
提审室和调解室之间，传达双方
的意思，并与涂某的辩护人、公安
机关的经办民警一同调解。最
后，涂某通过远程提审系统出具

了道歉书，其家属代涂某与被害
人林某、何某签订调解协议，并当
场支付赔偿款，双方握手言和。

这是林国践行“枫桥经验”化
解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办案过
程中，他秉持“谦抑慎刑”的理念，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深入基层走访，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实现诉求，体现法的尺度、理
的适度、情的温度，最大限度地实
现了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

通过不断地思考和总结，林

国大胆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提
出以梧田检察室为试点，实行取
保候审同城待遇、引入电子监管
措施、深度应用科技调解、探索不
起诉案件社会调查、试行捕诉合
一办案模式等建议，均被采纳落
实，从制度上
全面规范检察
室工作。

取消停电公告 因政策处理存在问题，市区原部分计划检修停电
取消，请各相关用户谅解并做好生产安排。

国网温州供电公司

检修线路

文风8307
线

工作时间

9月27日
8:00-15:00

检修原因

迁改

停电影响客户区域范围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上汇工业区南汇路49
号,安下村安乐路2号至18号、安宁路32弄1号至32
弄2号、2弄6号、安桐西路20号、89号、宁新路1号至
11号、2弄1号至2弄14号、32弄2号、卧龙东巷18号
至30号、卧龙南路17至40号、51号、77号、卧龙南路
华安大楼77号、卧龙南巷42号至54号、卧龙南路卧
龙西巷15号、卧龙西路17号、38号、卧龙西巷1号至
46号、新乐巷1弄3号、银泉路14号至35号,河庄村
114弄10号、39弄3号、安桐西路24号、北路97号、察
后巷7弄5号、18弄1号、街路巷14弄1号至14弄19
号、16弄7号至16弄20号、1号至51号、7弄2号至7
弄8号、7弄49号、7弄51号、7弄53号、10弄1号至10
弄10号、文旦巷14号至50号、卧龙北路13号至114
号、102弄1号至102弄11号、106弄1号至106弄12
号、108弄1号至108弄6号、109弄1号至109弄2号、
110弄1号至110弄5号、112弄1号至112弄11号、113
弄13号、114弄1号至114弄14号、124弄1号至124弄
4号、39弄1号至39弄3号、47弄1号至47弄14号、75
弄1号至75弄14号、75弄85号至75弄93号、75弄8
号、83弄1号至83弄4号、93弄95号、卧龙路75弄6
号、学员路50号、59号、89号、寮后巷1号至50号、7弄
1号至7弄6号、18弄1号至18弄4号、龙后巷5号、14
号、24号、28号、兴河路23号、兴河巷13号至37号,前
园村朝阳路15号用户，包括：温州创新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俊凯眼镜配件有限公司,温州联丰皮塑有
限公司,温州三虎动力部件有限公司,温州市恒驰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长虹眼镜有限公司,温州市
瓯海娄桥化建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河庄
村村民委员会,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等用户

检修线路

武扬8308
线

上叶8934
线

巨 三 694
线

工作时间

9月27日
8:00-15:00

9月28日
7:30-14:30

10月1日
15:30-18:30

检修原因

迁改

迁改

城网

停电影响客户区域范围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上汇工业区南汇路49
号、继红路11号、368号、集贤路1号、7号、森茂路12
号、今汇路399号,河庄村焦湾安桐路18号、街路巷19
号至27号、14弄10号、湾底路21号至60号、14弄2
号、湾底巷1号、24号至68号、8弄2号、14弄1号、41
弄1号至41弄2号、8弄1号、文旦巷1号至33号、卧龙
北路3号、5号、15号、70号至84号、兴河路4号至21
号、兴河巷1号至19号、育童路15号至40号用户，包
括：温州创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创新住宅预
制构件制造有限公司,温州朗驰实业有限公司,温州麦
普威服装有限公司,温州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服务中
心,温州市龙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意达石化泵
业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长虹眼镜有限公司,温州市瓯
海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娄桥晓锋五金
厂,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娄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温
州市瓯海区路灯管理处,温州伊斯利鞋业有限公司,温
州银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奥联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华耐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钟铮锁业有限公司等用户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丰门街道潘岙行政村上叶巷、上
庄巷，爱国皮鞋厂、双屿至藤桥公路工程第一合同段
公司、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公司等用户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郭溪街道下社工业区富豪路8
号，三溪工业区富泉路62号、富豪路9号用户，包括：
温州市卡努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崇达皮革有限
公司,温州市瓯海玉连皮革油压加工厂,浙江联德科技
有限公司等用户

检修线路

朱 红 655
线

水 闸 698
线

皇 桥 693
线

乡路B387
线

工作时间

10月1日
7:30-18:30

10月1日
7:30-18:30

10月1日
15:30-18:30

10月9日
7:00-21:00

检修原因

城网

城网

城网

用户

停电影响客户区域范围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郭溪街道三溪工业区富泉路18
号、19号、61号、65号、69号、75号、77号、78号、82号、
驰艺路9号、富达路21号，下屿工业区富聚路14号、
下社工业区富泉路69号、郭溪村富达路21号用户，包
括：温州豪爽工贸有限公司,温州鸿晨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林瀚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千惠服饰有限公司,温州
强润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东泰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
峰冉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俊展鞋材有限公司,温州市
中乔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郭溪绩达鞋底厂,温州
市瓯海郭溪运进五金加工厂,温州市瓯海集诚鞋厂,温
州市瓯海南化皮革涂饰剂厂,浙江宏印包装有限公司,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郭溪街道办事处,浙江展邦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等用户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郭溪街道三溪工业区富达路5
号、8号、12号、富阳北路32号、35号、36号、38号、39
号、驰艺路5号用户，包括：温州千格服饰有限公司,温
州市百奇鲨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郭溪镇河头村经济
合作社,温州市杰欧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康宝鞋业有
限公司,温州市至和电子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瞿溪千
华服装加工场,温州正欧服饰洗染有限公司,温州卓亮
光学有限公司,浙江宏印包装有限公司、温州市瓯海
区人民政府郭溪街道办事处(路灯)等用户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瞿溪街道埭头村富阳北路13
号、22号、富豪路1号用户，包括：温州市巨城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温州市胜奖皮业有限公司,温州市旭升鞋
业有限公司,浙江文华印业有限公司等用户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玕东村上河乡路用户，
包括：温州市瓯海区外国语学校,温州市瓯海中心区
建设管理办公室等用户

货轮凌晨触礁将倾覆
温州海事局

全力救下13名船员
通讯员 赵伟 本报记者 庄越

9月25日凌晨3时15分，我市海上搜救中心接到一
条紧急救援信息：园屿锚地东侧水域一货轮“浩祥19”
发生搁浅触礁，船舱进水，船上13名船员情况危急……
接报后，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核实险情详细

信息，指导船上船员采取关闭油路阀门、穿好救生衣等
自救措施和弃船准备。

同时，派出温州海事局所属“海巡0761”船、“海巡
07601”艇、“海巡07672”艇前往事发水域开展现场救援。
4时05分，“海巡0761”到达事发水域，发现事发货船前部
货仓发生破损进水，船体已经发生倾斜，并逐渐加剧。

现场执法人员，立刻通过VHF与遇险船舶取得联
系，核实遇险船员共有13名，其中2人已登上救生筏漂
离，剩余11名船员因救生筏缆绳断裂，被困船内。海
巡艇执法人员一边稳定船员情绪，一边根据现场情况
确定救援方案。
由于处于涨潮期，情况十万火急！
现场执法人员当机立断，释放“海巡0761”船载救

助艇靠泊遇险船舶实施救援。一小时后，11名船员被
成功救下，并安全返回“海巡0761”船。随后，高海况
海巡艇“海巡07672”抵达现场，搜索并发现漂移救生
筏，并将筏上2名遇险船员安全救下。

加强国土资源领域公益诉讼
市国土局检察官办公室成立

本报讯（记者 李尖）国土资源领域是检察公益
诉讼工作的重点领域。为了加强全市检察机关与国土
资源部门之间的协作，共同促进公益诉讼工作开展，日
前，市检察院在市国土资源局挂牌成立“温州市人民检
察院驻市国土资源局检察官办公室”，就公益诉讼工作
开展日常联络。
据悉，去年7月1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实施后

至今，全市检察机关办理的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
件中涉国土资源领域的案件有20件，国土资源领域成
为公益诉讼案件重点领域。

市检察院与市国土局签署《关于加强国土资源领
域公益诉讼工作协作促进法治国土建设的实施意
见》。《意见》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案件线索移送、专业支
持等机制，完善业务协作，共同推动公益诉讼实施。通
过规范调查取证、加强诉前检察建议的整改落实等强
化办案协作措施，依法规范行使职权。

泰顺氡泉景区有了“旅游警察”
确保涉游纠纷“不过夜”
本报讯（记者 孙余丹 通讯员 朱章义）景区有

了巡逻队，游客安全有保障。日前，泰顺县雅阳派出所
治安巡逻防控队正式进驻雅阳氡泉景区，由1名民警
和2名辅警组成的“旅游警察”队伍，将最大限度保障
旅游景区的治安环境。
在泰顺雅阳，随着氡泉景区旅游热度持续升温，游

客数量不断攀升。投资166亿元的华东大峡谷项目也
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中，雅阳派出所探索以新的
TPU囤警景区警务模式为载体，全力打造“一警一景”
氡泉景区公安特色服务品牌。
据了解，“旅游警察”将联合旅游、工商等部门开展

旅游联合执法。针对游客投诉，凡是职责范围内的立
即处置，属于其他职能部门管辖的，及时协调相关职能
部门到现场处置，确保游客投诉件件有回应。快速处
置景区内发生的矛盾纠纷，保证涉游纠纷“不过夜”。

林国：“枫桥经验”的基层实践
手机和身份证随便放
支付宝里的钱不见了
本报讯（记者 李尖 通讯员 清溪）移动支付在

便捷高效的同时，也让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永嘉
一汽车服务店员工柯某看见老板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心
生歹意，趁机窃取并转走支付宝中的余额。近日，永嘉
法院开庭审理该起盗窃罪案件并对被告人柯某判处拘
役四个月，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2018年7月，柯某在永嘉县瓯北街道某汽车服务
店上班时，看见老板将其魅蓝手机放在客户休息室的
桌子上而人不在。柯某知道老板平日里将身份证放在
桌子抽屉中。于是，柯某动起了歪脑筋，顺手拿走手机
及身份证。随后，为便于转账，柯某利用身份信息将该
手机中的支付宝账户修改了密码。为避免产生转账记
录有迹可循，第二天，柯某又从这部手机支付宝中通过
扫码转账至朋友手机中，再从朋友支付宝中转到自己
账户中。经计算，柯某共从手机中窃取3520元，被盗
手机价值人民币329元。

本报讯（记者 夏婕妤 通
讯员 郑雨逸）记者日前从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获悉，省建设厅公
布了第二届“浙江最美绿道”名
单。温州市平阳县南雁蒲潭绿
道榜上有名，成为我市第二条上
榜的“浙江最美绿道”。

与上届“浙江最美绿道”评选
相比，本届省级最美绿道总数减
少了一半，共评出“城镇型”和“郊
野型”在内共十条省级最美绿
道。其中平阳县南雁蒲潭绿道属
于郊野型绿道，它以南雁荡山景
区为核心，将南雁荡山景区周边
的村落及景观相连接，同时注重
植物景观的色彩组合与协调。
据了解，平阳县南雁蒲潭绿

道从南雁吴山村起至山门桃花
林村，长约10公里、平均宽度3
米。南雁蒲潭绿道及周边绿道
组成了南雁荡山绿道网，串联起

沿线100多处主要景点、村庄、
森林公园、历史文化遗迹等。

本届获评的“浙江最美绿
道”中，除平阳县南雁蒲潭绿道
外，杭州临安青山湖环湖绿道、
宁波三江六岸核心区滨江绿道、
宁波市东钱湖环湖绿道、嘉兴市
南湖新区凌公塘绿道、德清县余
英溪绿道、浦江县虞宅乡茜溪绿
道、江山市环西山绿道、台州市
黄岩永宁江绿道、缙云县仙都风
情绿道也榜上有名。

去年5月8日，浙江省住建
厅组织多部门联合开展第一届
“浙江最美绿道”评选活动。由
县级申报、市级推荐，共收到全
省55条申报绿道，最终评选出
20条“浙江最美绿道”，其中“城
镇型”绿道10条，“郊野型”绿道
10条。鹿城区瓯江南岸绿道成
为10条“城镇型绿道”之一。

第二届“浙江最美绿道”出炉

平阳南雁蒲潭绿道上榜“最美”

吴山绿道。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供图

林国

本报记者 庄越

“瓯海区泽雅镇潘庄村的‘剿
匪战斗旧址’濒临倒塌……”近
日，本报“党报热线”接到该村村
民潘阿寿的求助，这段记载着红
色记忆的大宅，在2016年9月，遭
受台风“莫兰蒂”的袭击后，其中2
间房屋发生倒塌，损毁严重。

潘先生说，为挽救红色文化，
他特地联系了潘庄村村委会主
任，两人一起寻找了相关部门，希
望旧址能得到修葺，可如今整整
两年过去，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
处理。

市民求助
倒塌的红色旧址，谁来修

今年61岁的潘阿寿是瓯海
泽雅潘庄村村民，他告诉记者，从
小就在村子里长大，这座名为“潘
庄剿匪战斗旧址”已经有200多
年历史了，主人曾是清光绪年间
进士。

十几年前，瓯海区委宣传部
组织“寻找红色记忆活动”，偶然
发现了该大屋曾是潘庄剿匪战斗
旧址。

据瓯海党史馆记载，1950年
4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此

毙土匪3人，捕获土匪15人，大屋
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剿匪
驻地。在随后的3个多月的时间
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捕获土匪
40人，击毙土匪2人，争取186人
向政府自首，为浙南革命斗争史
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百年老屋是个很好的革命

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
在已经倒塌了2间。如果不赶紧
抢救，我们将永留遗憾……”潘阿

寿痛心地说。

记者走访
杂草丛生，年久失修荒废

昨日，记者在潘庄村村委会
主任阮良寿的带领下，来到了潘
阿寿口中提及的“潘庄剿匪战斗
旧址”。

因多年失修，旧址的门前大
院杂草丛生，左边还被搭上了香

瓜蓬，大门旁和屋内都堆放了许
多树叶残枝，蜘蛛网密布，环境脏
乱不堪。在标有79、80门牌号的
房屋前，记者发现屋顶已经全部
塌陷，内部结构被破坏，外围墙也
开始向外倾斜。而现存未倒塌的
3间房屋，也已年久失修，岌岌可
危。

阮良寿介绍，2008年上半年，
在泽雅镇政府领导的重视下，对这
一战斗旧址进行简单修缮，历经4
个多月，旧址正式修缮完成，并于
2008年底正式挂牌对外开放，还
安排了专人进行打扫和维养。

自2009年起，前来参观“潘
庄剿匪战斗旧址”的游客络绎不
绝，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团队前
来缅怀先烈、回忆历史。但自从
2016年“莫兰蒂”过后，旧址在台
风中遭受破坏后，就再也无人问
津，久而久之，旧址也就成了荒
地。

阮良寿说，为修复旧址，他与
潘阿寿已经多次向泽雅镇镇府、
瓯海区党史办反映，但问题一直
未得到妥善解决。

市民期待
相关部门能牵头修缮

“历史文物和革命战斗旧址，

是一部活的教科书，是帮助后代
了解先辈艰苦创业的最佳场所，
是让后人缅怀革命先烈、回忆红
色历史的好地方。”潘阿寿希望相
关部门能牵头修缮，将这段红色
历史代代相传。

村民潘阿婆说，村民强烈要
求区博物馆（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将“旧址”列为文物保护点，让这
座历史悠久、建筑精美、而且有着
红色革命印记的老屋，继续发挥
着教育的功能。

当地村民纷纷表示，像““潘
庄剿匪战斗旧址”这样有着文物
价值和红色革命故事的场所，瓯
海区已所剩无几，希望有关部门
能出面将问题解决，挽救着濒临
消失的红色文化。
阮良寿说，随着“垟坑—潘庄

—黄山—北林垟”公路的建成，交
通更加便捷，村里正在着手申请
公交线路或泽雅景区观光车线
路，再加上“南山—潘庄—黄山—
下庵”古道的开发、绿色健身步道
的新建，游人将会接踵而至。如
果该旧址能成功申报瓯海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也将很好的实现
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融合，极
大地丰富了泽雅镇的红色历史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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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