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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沈旭东
本报讯 2017 年下半年全国

英语等级考试（PETS）今日开考，我

区共 89名中职生报名参加一级笔

试。据悉，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PETS）每年 3 月、9 月各举行一

次。去年 3月至今，我区中职生已

有1000多人次参加考试。

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今日开考

本报记者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区房管

中心了解到，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

响，我区二手房成交量连续 4个月

下滑。

全区房地产市场运行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 8月，我区二手住房成交

量335套，环比下降16.9%，同比下降

19.3%。同时，自5月份起，二手房交

易量连续4个月出现回落现象。

记者随后走访了城区几家二手

房中介机构，发现这几家中介机构

大门紧闭，最后记者找到了奉化大

爱房产的工作人员。一名工作人员

表示，去年以来，由于旧城改造项目

和房票政策，二手房的成交量不断

增加。最近几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开

始逐步下降，成交量比去年同期少了

1/3。“现在房价有所上升，很多人持

观望态度。”该工作人员说。

业内人士分析，我区二手房成

交量下滑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

今年 4月，银行上调房贷利率，严控

房贷增量；二是7月31日，宁波调整

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最高贷款额度

下调，同时暂停受理部分住房公积

金借款已达 2 次的购房人申请贷

款。他表示：“这 2项政策的出台，

限制了消费者的购房意愿，商品住

房尤其是二手房交易明显下降。”

受房产调控政策影响

二手房成交量连续四个月下滑

流动少年宫走进下陈小学

记者 毛淦颉
本报讯 “溪口镇桃源小区

路口有一辆大货车长时间停放，

影响小区来往车辆不说，还遮挡

了行人视线，太不安全了。”近日，

网友“我才是哆啦尊比”通过微博

向本报新闻热线反映，希望有关

部门多巡逻多抄告，整治违章乱

停现象，消除安全隐患。

9月 13日上午，记者来到该

小区路口。此路口位于君璞酒店

和溪口国税分局之间，道路较为

狭窄，长约300米，宽约4米左右，

为双车道。如网友所说，路口停

放着一辆蓝色大货车。由于道路

单侧停了一排汽车，车辆只能单向通

行。

随后，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了溪

口交警中队。得知情况后，交警立刻

前往现场查看处理。中队长张则勋

表示，已联系货车车主将卡车驶离小

区路口。由于溪口老小区停车位紧

张，存在一定的乱停放现象，他们将

在这个路段划分停车位，供私家车辆

停放，缓解停车问题。今后也会加强

巡逻，对此类现象进行整治。

大货车“留恋”小区路口
影响通行存隐患
交警部门已处理并将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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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华良
通讯员 袁盈波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从

区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今天中

午12时，东海渔场结束为期4个
月半的伏季休渔时间，而由于台

风和海浪警报未解除，目前全区

714艘外海捕捞渔船还不能出海

捕鱼。

昨天一早，区海洋与渔业局通

过发送手机短信，第一时间向渔民

发布台风最新动态及路径，要求渔

民在台风、海浪警报未解除之前不

能出海捕捞。昨天上午，10多名

海洋渔业执法人员兵分两路，做好

桐照、栖凤两个村的渔民思想工

作；执法船在象山港重点海域加密

巡查，维护好渔船出海作业秩序。

另外，工作人员围绕渔船证业相

符、渔具合规、安全达标等重点加

强检查核验。

记者在桐照村、栖凤村看到，码

头上有不少渔民正在把大米、油、

肉、蔬菜、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搬到

船上，也有渔民在仔细检查救生衣、

救生圈、灭火器等设备是否完好。

一名林姓渔民说：“虽然开渔期不能

按时出海耽误捕捞时间，但海上风

浪大，危险性很高。”另一沈姓的渔

民对记者说：“我们现在是养精蓄

锐，等台风警报解除后，我们将浩浩

荡荡开赴东海渔场。”

台风警报未解除

714艘外海捕捞渔船整装待发

连日来，桐照边防派出所官兵深入港口码头，走访了解开渔准备情况，帮助渔民织补渔网、维修渔船和置备相关用品，

并开展相关政策法规宣传，为顺利开渔保驾护航。 记者 蒋凯 通讯员 吴慧华

记者 毛淦颉
前段时间，绿都小区污水管

道破损导致附近的王叶河内河黑

臭，给居民生活带来了较大影

响。记者了解到，不单是小区污

水管道堵塞，管道破损的问题在

其他小区也较为频繁。

各小区情况有所不同

记者从区排水处了解到，小

区污水管道由区五水共治办组织

统一安装的，后期检修由小区物

业公司全权负责，规定为每五年

检修一次。

阳光茗都上房物业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小区内每月都有业主

报修污水管道问题，多为室内管

道堵塞。中山锦庭捷达物业工作

人员则表示，小区内污水管道偶

尔会有破损，主要还是堵塞居多，

一般来说总管塞住的情况较少，多

为家庭厨房使用导致的堵塞。龙津

尚都联合物业工作人员也表示，污

水管道堵塞情况较多，特别是连接

厨房的污水管道，总管易被河里的

淤泥给堵住。随后记者又询问了亚

太物业、锦江物业等，基本情况类

似。

堵塞破损原因较多

记者了解到，污水管道破损和

堵塞的原因较多，不能一概而论。

物业公司解释说，在水槽清洗

厨余用品后，垃圾若流入污水管道

便引起堵塞，如厕后纸巾或卫生棉

留在马桶中也会引起管道堵塞。同

时，污水管道的新旧和材质也极为

重要：老小区管道堵塞和破损情况

较多，新小区则相对较少。老小区

采用的铁管污水管道易生锈变形，

而目前新小区多使用 PVC材料，管

道大、不易变形，从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和堵塞的概率。“管道安装位置、

长期日晒风吹冰冻、硬物掉落砸破

管道以及无法承受地面压力，这些

也都是原因。”

物业公司年均检修一至两次

记者了解到，室外管道破损堵

塞的情况也有所减少，主要集中在

室内管道的堵塞，这和外界原因以

及居民平时的生活习惯有关。一旦

有居民报修，各小区物业公司都会

及时安排疏通或者更换。由于室内

或者底下的管道被包裹在里面，平

时不方便检修，物业公司会每年定

期安排检修室外管道。

阳光茗都上房物业每年检修一

至两次，中山锦庭捷达物业一般一

年检修一次，龙津尚都联合物业一

季度检修一次。物业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污水管道使用频率高，时间

一久就容易老化，所以会比较关

注。同时，记者了解到，亚太物

业、锦江物业等也平均一年检修一

至两次。

物业公司提醒市民，在水槽使

用完毕后，要养成将槽内垃圾丢到

垃圾桶的习惯，防止其流入污水管

道引起堵塞。一旦发现管道破损或

堵塞，要及时报修。

小区室内污水管道堵塞破损频繁
物业公司提醒：养成好习惯并及时报修

记者 蒋凯
通讯员 陈丽
岳林街道新民社区有个“爷

爷律师团”法律工作室，工作室成

立 6年多来，已为数百人提供了

免费法律服务。作为法律工作室

的发起人之一，张举直是奉港中

学退休教师，从事法律志愿服务

已有32年。

2010年，有着多年基层法律

服务经验的张举直和法院、检察

院等的几位退休老人闲谈时不谋

而合，萌生了免费为群众解答法

律问题的想法。2011年 8月，在

张举直等 5位志愿者的努力下，

新民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室成立，

这是我区首家公益性社会普法类

工作室。

公益服务 传递法治正能量
本该颐养天年的法律工作室

成员，居住在城区各个地方，最远

的一人要乘坐 10站公交车才能

到。但是他们每周三早上 6时出

门，风雨无阻，8时准时在工作室接

受市民咨询。他们也有高血压、糖

尿病等老年人常有的慢性疾病。因

为脑梗阻，张举直的工作台上经常

出现多种缓解头晕、头痛的药。

今年 7月，85岁的谢定康因病

去世，“爷爷团”只剩下了 4 名成

员。他们是86的林崇庆，82岁的张

举直和孙常熊，75岁的邬德才。6
年来，他们免费为社区居民开展法

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协助处理法

律事务等。

工作室渐渐吸引了奉化其他社

区乃至周边县市的人慕名前来求

助。近的有宁海、慈溪、余姚，远的

有外省。截至今年 7月底，工作室

累计接待咨询者超过 800余人，代

写法律文书65余份。

四处奔波 做好法治宣传员
张举直说，不少群众的法律意

识相对淡薄，他希望在有生之年，通

过免费开展法律咨询与法治宣传，

让更多群众学法、懂法，用法律来保

护自己。

除了每周三上午定期开展法律

咨询外，张举直常常为居民举办法

治讲座，四处奔走为居民讲解法律

知识。他先后在锦屏街道、岳林街

道、松岙、裘村、尚田等地宣讲近 10
场，每次去偏远地区，张举直 6点不

到就出门赶公交车。

张举直多年的付出得到了市民

的赞许。一旦有人电话求助，无法

咨询时，82岁的他即使腿脚不便，

也会骑着电动自行车上门服务。对

于社区的邻里纠纷，张直举耐心劝

导，让邻里隐患消除于萌芽状态。对

于上访人员，他耐心解释法律问题，

劝导他们用合法的途径维护权益。

与时俱进 法律就在你身边
“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

后。法律在修改，知识在更新，只有

不断学习才能及时服务群众，服务

社会。”张举直说，工作室其他人都

奉这句话为圭臬。

近几年，张举直自费订阅购买

了多种法律报刊和书籍。他家的床

头案几上总放着《国家赔偿法》《城

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民事诉讼

法》等书。他不仅积极吸收新的法

律知识，还坚持上网，把每周接待咨

询法律的问题归案备份，以便日后

查询。工作室成员定期研讨社会上

的典型案情及发展趋势。

“爷爷团”成员把工作室经手的

民事案例选编成册，装订成厚厚的

9 本，详细记录了每起案件的经

过。今年，张举直把收集到的从上

世纪 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全国各

地的 176个典型案例汇编成册，独

立编辑近 20万字，起名《法律就在

你的身边》，年底将作为工具书免费

发放。

老有所为献余热
——记“爷爷律师团”发起人张举直

护航开渔

通讯员 江莹
本报讯 9月 13日下午，莼

湖镇下陈小学校园内热闹非凡，

到处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原来，

由宁波市青少年科技中心和区青

少年宫联合举办的流动少年宫走

进了下陈小学，送来了各类教学

体验项目。

操场上，小小邮递员、我是

神射手、平衡车体验等项目，让

小朋友跃跃欲试。教室内，奇趣乐

高、桌上足球、风车制作、红舞鞋

体验、科技模型制作等项目，让同

学们驻足流连。

据悉，流动少年宫是团省委和省

校外教育中心联合省教育厅、文明办

联合开展的，旨在让青少年共享优质

校外资源的大型公益系列活动。

图为同学们参加互动体验类项

目“小小邮递员”

记者 袁伟鑫
通讯员 马宜奋 朱大东
本报讯 高龄一直被认为是外

科手术的禁区，一般高龄患者如发

生疾病等情况，大多采取保守治

疗。日前，新桥骨科医院医生成功

为一名百岁老人进行了微创手术，

解决了老人的痛苦。目前老人已经

出院，恢复状况良好。

老人名叫李祖鹏，今年正好

100岁。1个月前，李祖鹏不慎在家

中摔倒，导致右侧股骨处疼痛难忍，

只能卧床休息且不能翻身。子女见

父亲如此痛苦，便带他去医院就

诊。然而因为年龄太大，医院表示

无法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8月中旬，子女们带老人来到

新桥骨科医院。虽然医院经常开展

股骨粗隆下骨折闭合复位手术，但

为高龄老人做手术，还没有先例。

副院长刘立春主任医师告诉记者，

如果采取保守疗法，可能引发病人

褥疮、肺部感染等多种并发症，老人

的生活质量会受到严重影响。但如

果采取手术，虽然风险较大，但术后

生活质量将有效提高。

经过麻醉科、心内科等多科专

家会诊及评估，老人身体状况符合手

术条件。8月25日，医院为老人实施

了股骨粗隆下骨折闭合复位微创手

术，共用时 30分钟。由于是微创手

术，手术切口小，老人术后恢复很快。

几天前，老人康复出院，现在已经能起

身走路了，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百岁老人不慎摔倒致骨折
新桥骨科医院开先例为其手术
目前恢复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