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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4 月 24 日，一个难忘
的日子。

那一天，宁波人俞永尧先生、
金根德先生、毛华伦先生和厦门人
林国平先生，共同在飞机上化解了
一起劫机事件。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劫机与反
劫机斗争，也是中国民航史上公开
发布的第四次劫机事件。

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俞永尧
先生和林国平先生结下了一段特殊
的战友情。他们双双被歹徒捆在身
上的雷管炸伤，此后，又双双在医
院同一个病房里度过了相濡以沫的
7个月。但后因联系方式丢失，两
位战友彼此失联。

27 年时光如流，当年 56 岁的
俞 永 尧 先 生 现 已 83 岁 高 龄 。 上
周，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林萍微
心愿工作室与江北区社会工作协会
志愿者在社区走访活动中，获悉了
老人心中这份难却的记挂：希望寻
找失联“战友”林国平先生，圆上
自己萦绕心底27年的愿望。

为此，记者特别连线厦门日
报。几经周折，3 月 8 日 17 时 05
分，相隔了 27 年的英雄终于通过
手机视频，再度重逢。

义无反顾
他们共同扑向歹徒

时针回拨至1989年4月24日。
当天 16:50 东方航空公司宁波

—厦门的 5568 次航班 3482 号运七
飞机从宁波庄桥机场起飞，不料飞
行途中竟遇上了劫机事件。

飞机起飞后半小时左右，坐在
前排的江西省某矿务局工人梁某神
情反常，一会儿到后舱上厕所，一
会儿又回到座位上，坐立不安。这
种异常举动引起了乘务员张丽萍的
注意。不一会儿，梁某从口袋里拿
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紧紧地握
在右手中，左手拉开牛仔衫拉链，
露出胸上紧缠的绑带，一节节比大
爆竹略粗的炸药插在其间。他对空
姐张丽萍说：“我身上都是炸药，
你马上通知机长，把飞机开到台北

去。”张丽萍临危不惧，与歹徒智
斗了20多分钟。

飞机上多数是宁波乘客。时任
江北区湾头乡党委副书记的俞永
尧、庄桥镇副镇长金根德、市人事
局办公室主任毛华伦和厦门市交通
运输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
林国平等悄悄移到后排，准备保护
张丽萍。17 点 55 分，飞机飞临福
州市附近上空，驾驶舱里的 5名机
组人员趁机采取应急措施，准备将
飞机降落在福州机场，以确保乘客
安全。歹徒觉察到劫机阴谋败露，
便挥着刀子，狠狠地向张丽萍刺
去。

说时迟，那时快。张丽萍勇敢
地抓住刺来的刀，刀锋划破了她的
手掌，鲜血直流。歹徒又挥刀向她
胸口刺去……这时，早就有准备的
俞永尧、林国平立即冲上去保护张
丽萍，制止歹徒行凶。金根德、毛
华仑一把拉过张丽萍，把她保护了
起来。就在这时，歹徒引爆绑在身
上的炸药……

1989 年 4 月 29 日 ，《宁 波 日
报》头版刊出长篇通讯，报道了这
场惊心动魄的反劫机战斗。

时隔 27 年，俞永尧先生对当
日发生的事依然历历在目——

“我当时坐在机头最前排，劫
机的歹徒就坐在我旁边。只见他心
神不宁，机头机尾跑来跑去，并尝
试拉开驾驶舱的门。失败后，歹徒
又到机尾拉住空姐讲话，一讲就是
半个多小时。我感到奇怪，回头问
金德根，老金告诉我，那坏蛋可能
想劫机。又过了 10 多分钟，飞机
突然降落，歹徒惊恐万分，举起匕
首刺向空姐。我再也坐不住了，从
机头奔向机尾。”

俞永尧老人还回忆，林国平先
生当时就坐在后排。当劫匪摸索着
引爆开关时，他一下子扑上去，抓
住劫匪握刀的手，并扭身将他按
倒。我也立即上前帮忙，两人合力
控制住歹徒。

“但是，丧心病狂的歹徒仍然
在挣扎。突然，‘砰’的一声闷

响，捆在歹徒身上的一管炸药爆
了，我的右手受了伤，林国平没有
跳开，反而下意识地使尽力气将歹
徒按得更紧。谁料第二次爆炸接踵
而至，林国平的左侧大腿顿时血肉
模糊，晕了过去……”俞永尧老人
还回忆，“当时我忍着疼痛喊‘抓
牢他’，宁波老乡金根德、毛华伦
回话‘已经压住了’。我远远看
到，那歹徒已在飞机尾部被他们紧
紧压住，直到 18:09，飞机安全降
落在福州机场。”

“互为手脚”
7个多月战友情深

视频连线时，俞永尧先生紧紧
盯着手机屏幕，激动得连声呼叫：

“国平，是你，是你，你胖了，你
胖了……你的脚好了吗？现在活动
方便吗？”在得到对面老友“好
了，好了，我生活没问题了，能自
理了。”的回复后，老人家才长长
地舒了一口气。

心有灵犀一点通。林国平老人
也惦记着俞永尧老人的手伤，并一
再追问：“你的手还好吗？”

林国平还告诉厦门日报记者，
由于俞永尧右手皮肤、肌肉和血管
几近损坏，医生当时采用借由腹部
皮肤生长带动手部皮肤新生的方
法。“肚子上的脂肪厚，他手上的
新皮肤就皱皱巴巴的，按下去像海
绵一样。”

伤后 7个多月，两位英雄同住
一间病房。生活就此有了更多的交
集。林国平伤了脚，在床上动弹不
得；俞永尧的右手刚动过手术，行
动不便——他们互为手脚，相濡以
沫。

俞永尧老伴舒玉桂回忆，厦门
春夏闷热难耐，蚊子很多。为此，
晚上点蚊香时，俞永尧用左手端着
蚊香走到林国平的床前；林国平双
手用火柴点着，再将它交给俞永尧
放回原处；还有的时候，林国平的
妻子李淑卿有事外出，俞永尧便自
告 奋 勇 地 成 为 了 林 国 平 的 “ 双
脚”，为他递上热水。

这些细节，至今都还清晰地镌
刻在两位老人以及他们夫人的记忆
里……

彼此记挂
希望一起去金门走走

尽管视频图像断断续续，但俞
永尧老人与老伴舒玉桂仍聚精会神
地盯着屏幕，不断朝老友林国平先
生和他的夫人李淑卿挥着手。对两
位老人来说，这次视频连线通话，
了却了他们二十七年来的共同心
愿。

俞永尧老人告诉记者，治疗期
间，他先出院，林国平先生则在医
院待了整整 300多天。1990年，他
们一起在京参加了第二次全国人民
群众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先
进分子表彰大会，可那也是他们最
后一次碰面。

此后，因电话号码丢失，俞永
尧老人和林国平失去了联系。“我
时常回忆起过去，很想去看看国
平，可因失去联系，一直未能成
行，这几年，人老了，行动不便
了，希望见到国平的念头却是越来
越强烈。”俞永尧老人说，“现在好
了，终于找到了！”

面对视频，俞永尧老人盛情邀
请林国平老人到宁波自己刚搬的新
家做客。林国平先生和夫人激动并
坚定地表示：“五一”前就来宁波
看您！

林国平先生还告诉记者一个心
愿：若身体条件允许，近两年内，
他还打算去金门走一走。他说，二
十多年来，随着两岸交流的日趋密
切，自己从当年“知道”台湾，到
如今更多地“了解”了台湾，希望
可以去海峡对岸亲眼看看。他还衷
心希望俞永尧老人能一起前往金门
一游。

（张璐 傅钟中）

宁波厦门两地党媒牵线——

失联27年 反劫机英雄再重逢

老人珍藏的 1989 年 9 月 12 日
和5月28日的《宁波日报》。

（张璐 翻拍）

1989 年，俞永尧 （左） 与林
国平 （右） 的病房合影。

（张璐 翻拍）

夫妻两人在视频交流中，流下激动的泪水。 （傅钟中 摄）

俞永尧拿着两人曾经的合照，
眼眶泛红。 （傅钟中 摄）

街头有人晕倒在地，救还是
不救？家中有人突发疾病，如何
正 确 施 救 ……2016 年 12 月 27
日，鄞州人民医院病理科方来福
副主任技师义救倒地老人一事在
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报道后，
一大波网友留言或直接致电民生
e 点通热线 8185000，点赞方医生
的义举，同时也表达了希望接受
正规急救技能培训的强烈愿望。

为此，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携手鄞州人民医院，于今年 1
月 12 日起联合推出了 4 期公益急
救培训。

短短两个月，共有 98位市民
拿到了正式的急救员资格证书。
他们中有记者、有教师、有工
人、有企业白领、有公务人员，
也有普通的家庭主妇。学员们的
年龄跨度很大，其中有六十多岁
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少年。

每期培训报名者爆棚。学员
秦三娇和她的同事们是背着厂里
刚买的急救工具前来参加培训
的。她说：“我们厂附近没有医
院，为此，领导听说我们要参加
这个活动后，非常支持，还特意
新买了急救工具，下一步厂里还
打算买AED。”

培 训 中 心 孙 宁 奋 主 任 笑 着
说，学员们个个热情高涨，认真
专注，而且还主动要求老师对自

己严加考核！”
4 期培训都在鄞州人民医院

临床技能培训中心进行。来自鄞
州人民医院的专业人员承担了辅
导任务。他们每次都要花 4 个小
时，以视频讲解、现场动作分解
教学、模拟人训练等方式，向学
员们普及心肺复苏紧急救护的基
本原则、方法、步骤，以及自动
体 外 除 颤 器 （AED） 的 使 用 要
领。

5 年前，一位名叫李金国的
老人被车撞倒、不省人事，鄞州
人民医院心内科护士刘丽兰挺身
施救，为老人争取了宝贵的抢救
时间。此后，该院党委、团委和
院 红 十 字 会 联 合 发 起 了 第 一

“鄞”救公益急救培训。其相关课
程由该院 30位具有国际资质的志
愿者导师队伍教授，主要围绕
BLS （基础生命支持，又称现场
急救或初期复苏处理），免费向市
民普及心肺复苏操作及相关应急
救援知识。至今，这一培训已惠
及3000余位市民。

下一个刘丽兰与方来福可能
就是您了！请登录中国宁波网民
生 e 点通名医大课堂或微信搜索

“nb81850” 关 注 “ 宁 波 e 点 通 ”
后，观看并学习我们的培训全程
实录。

（张璐）

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联手鄞医

4期急救培训人气火爆

宁波小学生
入学时间是否更改了

手机尾号为“8994”的网友：近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 2017 年
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小
学生入学日期不再是铁律，可由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和实
际情况统筹确定。据了解，目前主流
是以当年12月31日为期限。请问宁
波是如何规定的？

市教育局：关于适龄儿童、少年
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在 1992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实施细则》中就已明确规定，由
省级人民政府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
定和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目前，我
省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
入学年龄没有变化。

网上流传假紫菜的视频
我市有没有发现

手机尾号为“2280”的网友：网
上流传关于假紫菜的视频。请问我
市有没有发现假紫菜？有关部门有
没有检查各大超市和小摊贩？

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假紫菜”

的谣言，市局已在官方微信号“宁波
市场监管”中辟谣，详见《紫菜是废
旧塑料袋做的？别闹了！塑料贵着
呢！》。食品安全一直是我们检查的
重点，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一直坚持
日常巡查，我们还定期组织食品经
营主体进行行政约谈，对于相关食
品品种，我们将在今后的抽检中统
筹安排。

小区改造现有绿化
应履行哪些程序和手续

网友“islandgrand”：已售小区
的部分业主拟对现有绿化进行改
造，应该履行哪些程序和手续？

宁波园林局：1、根据《宁波市城
市绿化条例》及《宁波市居住区绿化管
理办法》（甬城管法[2006]1号）文件规
定，居住区绿化改造不得改变原有绿
地性质和减少原有绿地面积。

2、因特殊情况确需改变原有绿
地性质或减少绿地面积的，应当按规
定程序报有关部门审批，并办理易
地绿化手续（具体需小区业主同意
和规划、城管等部门同意）。实行物
业管理的住宅区绿化可通过物业管
理单位向小区所在区城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反映；未实行物业管理的

住宅区绿化可通过街道办事处向小
区所在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反
映。

宁波肉禽蛋批发市场
什么时候能搬走

手机尾号为“3939”的网友：宁
波肉禽蛋批发市场何时搬走？

市商务委：根据宁波市政府商
品市场改造提升工作计划，肉禽蛋
批发市场要搬迁到宁波农副产品物
流中心。目前，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
心已开工建设。待建好后将进行肉
禽蛋批发市场的搬迁。

保利商业地块
到底何时才能开工

网友“追星揽月-H”：6年了，保
利商业到底还造不造？有没有时间
期限？当初可是把商业项目写进售
楼书里的。如此闲置土地合法吗？

镇海区国土分局：保利商业地
块于 2011 年 2 月交付土地，由于地
块在交付后，涉及地块水、电、路等
配套设施未及时完善，经政府批准，
该地块开竣工时间进行了一定的延
长。至今，商业地块 E3 已建成的部

分博物馆投入使用。根据开发商原
先计划，E2 将于 2014 年底开工建
设，E3 将于 2015 年底开工建设，E1
地块将于 2016 年年底开工建设。
2014年7月份区长办公会议同意了
延期建设方案。

在区政府牵头下，我局正会同
相关部门商议，尽快形成处置方案
进行推进。区住建部门采取的封盘
行为也是促使保利商业地块尽快动
工的措施之一。目前区政府正商讨
下一步处置方案。

投诉、建议、咨询……如果您有
相关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交：

1、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
问政平台；

2、拨打民生热线81850000；
3、微信搜索“nb81850”或直接

扫描下面二维码，关注“宁波 e 点
通”后直接提问。 （海文 高洁）

纳税辅导是税务稽查赋予企
业改过纠错的重要机会，也是降低
税收风险的关键措施。市国税第二
稽查局始终贯彻稽查与纳税辅导
并重的原则，在严格规范执法的同
时，着力加强纳税辅导，规避企业
会计人员因业务不熟而造成的纳
税风险，四措并举构建纳税辅导体
系。

一是当面释疑解难。与企业负
责人面对面交流，主动从纳税人角
度发现查找问题。找准企业税收风
险点，进而针对性地进行纳税辅
导，使其避免因对政策变化了解不
及时造成多缴、少缴税款或欠税现
象的发生。

二是问题企业跟踪辅导。对近
年来因税务违章被查处企业，相应

增加纳税辅导次数，有针对性地找
出其税收薄弱环节，及时指出企业
会计核算错误影响到的税收问题，
使企业做到早发现、早纠正，防止
欠、漏税行为的发生。

三是加强税法宣传。充分发挥
稽查人员“懂税法、懂政策、懂财
务”的资源优势，边稽查、边宣传、
边辅导，做到税收执法与税收服务
相结合，使纳税人的主体地位和合
法权益得到更好的尊重和保护。

四是实施跟踪辅导。对重点行
业实施跟踪纳税辅导，帮助纳税人
解决在实际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税
收问题。同时，在纳税辅导中，把各
项税收优惠政策汇编成册及时送
到企业手中，确保纳税人用好、用
足政策。

市国税四措并举开展纳税辅导

部门回复精选

部门新措

第 35 个“3·15 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就要来临。为了给广大
网友搭建更加便捷的维权通道，3
月 15 日 9：00 至 11：00，市消保
委、市市场监管局将联合中国宁
波网、宁波晚报，开展“微信矩
阵直播维权咨询活动”。

本次活动以“网络诚信 消
费无忧”为主题。届时，市消保
委及 12家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将在
线下集中办公，对各类投诉进行
统一受理。

您只要关注宁波市场监管、

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宁波
晚报等微信公众号中的任何一
家，并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3·
15 维权直播”，即可秒达会场，
实时提交投诉，并观看其他市民
的维权情况。

如此超强阵容的网上维权微
信矩阵直播在宁波还属首次，一
定不要错过哦。中国宁波网民生e
点通还开通了PC直播，您也可登
录电脑直接投诉。期待大家的参
与。

（陈冬冬 邵思宁）

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中国宁波网强势推出

微信矩阵直播3·15维权

3 月 3 日至 9 日，中国宁波网
民生 e 点通共接到网友留言 735
个。其中，606个已由平台发布，并
被相关部门受理。您可登录中国宁
波 网 民 生 e 点 通（www.nb8185.
com）的“部门值守”栏目查看部门
回复结果。

上周帖文处理情况如下：
1、受理网友帖文数：3 月 3 日

至 9 日，前十部门[区县(市)]依次
为：鄞州区、海曙区、市公安局、江
北区、奉化区、市人社局、市教育

局、市交通委、镇海区、宁波高新区
管委会。

2、帖文受理和回复工作综合
得分：2月 24日 17时到 3月 3日 17
时的帖文，综合受理得分前十的部
门[区县(市)]依次为：鄞州区、海曙
区、江北区、市公安局、奉化区、北
仑区、镇海区、市教育局、市交通
委、市住建委、宁波高新区管委会

（最后两个部门/地区并列第十）。
上周平台点击量为 8917829

人次。 （张枫）

3月3日至9日
606个网友帖文被部门受理

公益活动

问效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