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NINGBO DAILY宁波新闻·民生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金晓东 电话/87682825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
员吴婕） 随着中高考的临近以及
考研分数线的出炉，甬上考生和
家长都进入了紧张的备考状态。
每当此时，骗子们也开始蠢蠢欲
动。检察官提醒，考生和家长要
睁大眼睛认清骗子伎俩，谨防掉
进招生陷阱。

犯罪嫌疑人冯某谎称自己有
同学认识鄞州某小学校长，只
需要花钱打点一下便可以让孩
子轻松就读。受害人赖某、郭
某、杨某望子成龙心切，先后
将 钱 汇 入 冯 某 银 行 账 户 。 最
终，冯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拘役 4
个月，缓刑 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2000元。

无独有偶。家住鄞州区的陈
某在饭局上认识了犯罪嫌疑人石
某，石某谎称自己是武汉某高校
老师，有内部渠道可以包学生入
校就读研究生，并有内部途径可

以通过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陈某
信以为真，先后汇给石某 4000 元
研究生费用和 89860元计算机等级
考试费用，而石某将所有款项用于
个人花销。日前，石某以涉嫌诈骗
罪被鄞州区检察院批捕。

“此类骗子的共同点是，利用
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为自己虚构社
会关系网。碰到此类‘机会’，家
长切莫妄图走‘捷径’而落入圈
套。”鄞州区检察院检察官说，除
此以外，冒充军校领导、军校干
部，谎称“交钱即可上军校”等招
生诈骗也很常见。

检察官提醒，在实际招录过程
中，无论名校、军队院校还是普通
高校，都有严格的招生计划并向
社会公开发布，所谓的“内部渠
道”“内部指标”是招生诈骗犯的
惯用伎俩，考生和家长切莫心存
侥幸，造成钱财和入学机会双双
落空。

认清骗子伎俩
谨防招生陷阱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
员甬检） 近日，宁波检验检疫局
机场办事处在对越南飞宁波的航
班实施现场检验检疫时，截获国
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沉香木 3
根，重 16.41 千克。这是宁波空
港口岸首次截获濒危植物沉香
木。

当日，一名旅客乘坐航班从
越南芽庄到达宁波口岸，检验检
疫工作人员在对行李进行X光检
查时，发现这名旅客携带的行李
箱有异常。经鉴定发现，其行李
箱中携带有沉香木。该旅客称，
他在越南芽庄购得该批沉香木，

准备带入国内用于提升睡眠质量，
却没想到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

经宁波空港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检测发现，这批沉香木中携带有蜚
蠊科、青霉属、链格孢属等多种有
害生物。其中，蜚蠊科是多种疾病
的产生和传播根源，携带鼠疫杆
菌、大肠杆菌等 40 多种病原体，
而且其分泌物和粪便中含有多种致
癌物质。

沉香木又名女儿香，是珍贵的
香料。沉香木属于国家二级濒危珍
稀植物，素有“木中钻石”、“香中
之王”的美称，被列入《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宁波口岸
首次截获沉香木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金
灵）“即使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了这
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不够”

“听是需要学习的。只有认真地
听，你才能对周围有更确切感知，
才能对历史有更深刻把握，才能把
他人的智慧集于己身”……

昨日下午，在百丈街道划船社
区二楼，一场特殊的《朗读者》正
悄然上演——范仲淹、毕淑敏、特
蕾莎修女……通过这些先贤名人的
文本片段，14 名来自社区一线的
社工化身“朗读者”，分享案例，
畅谈体会，核心主题是如何汲取养
料、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为什么 《朗读者》 这个节目
能火，我觉得这背后有一种人文的

关怀；在朗读的过程中，读出了日
常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也读出了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划船社
区党委书记俞复玲是《朗读者》节
目的忠实粉丝，也是这场微型《朗
读者》活动的策划者。

她说，此次上场的“朗读者”
都是划船社区的普通社工，他们借助
朗读的载体，分享的是社区管理中切
实发生的故事。有的是上下楼漏水、
乱堆放杂物引起的纠纷，有的是及时
帮因病致贫老人申请救助，有的是关
心失独家庭、关爱残疾人……在一件
件小事的分享中，社工动情地诉说着
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记录着相伴社区
走过的春夏秋冬。

“80 后”社工赵枫带来的朗

读，选自毕淑敏的 《心灵眼睛》。
“读了这段文字，我感悟到，倾听
已成为一种需求，作为一名社工，
必须学会倾听。”赵枫说，社区有
名郭阿姨不幸患重病，日渐憔悴，
自己就常常去看她，听她说话，帮
她申请临时补助。“老人寂寞时，
尤其需要找人说说话。只有倾听居
民的心里话，才能帮他们解决困
难。”

社工孙秋霞分享的，则是郭子
鹰所写的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她说，社区要求每个社工在包片范
围做到“一日两巡”，正是在“走
下去”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中，自己
逐步了解居民的需求，拉近了距
离，也换来了认可。“服务没有止

境，我们永远在路上。”
“这是一次特别有意义的分

享。通过声音的传递，通过朴实的
故事，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
味，也真正感受到了社区工作的不
易。”作为俞复玲名师工作室第三
期学员，海曙望春街道五江口社区
党支部书记孙敏霞在台下听得心潮
澎湃。她说，要将这里的先进理念
带回去，将自家社区也打造成“书
香社区”“品质社区”。

“‘名城名都’目标的实现，
离不开每个社会小单元的共同努
力。”俞复玲说，作为社工群体，
也要通过多读书、多实践、多思考
等途径，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更好
地为居民服务。

朗读的声音，服务的力量

背街小巷里有场社区版《朗读者》

本报讯 原宁波市传染病医
院正院级调研员、离休干部李金
泉同志（行政 16 级，享受县处级
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年
2月8日逝世，享年89岁。

李金泉同志1929年2月出生
于河北省枣强县，1944年1月入
伍，194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4 年 1 月至 1946 年 4 月任
冀南六分区远东医务训练队学
员、卫生处卫生员、护士；1946 年
5 月至 1948 年 9 月任冀南鲁豫军
区二纵卫生所班长；1948年 10月

至1949年6月任中原军区二纵卫生
部学员；1949 年 7 月至 1960 年 9 月
任二野十军军械处、川南自贡警备
区卫生所助理军医、三兵团十军卅
师九十团卫生队、海军大场基地卫
生队副队长；1960 年 10 月至 1972
年 3月任海军岱山基地场站卫生队
队长；1972 年 4 月至 1978 年 8 月任
海军雷达五团司令部副参谋长、雷
达三团政治处副主任；1978 年 9 月
至1989年2月任宁波市传染病医院
副书记、副院长、院长、正院级调研
员。1989年3月离休。

李金泉同志逝世

前天上午，2017 浙江宁波“象山论箭”英雄大会在象山影视城古
战场火热上演。作为全国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纯传统民间射
箭大赛，此次“论箭”迎来蒙古、意大利、波兰等世界各地的200余名
选手参赛，围绕20米3D野猪靶、30米旋转靶、40米三角靶、50米生肖
靶、60米三格靶、70米铜钱靶等六大弓箭项目进行轮番角逐。

（黄程 徐能 摄）

象山论箭

图为检验检疫部门查获的沉香木。 （俞永均 甬检 摄）

产业高新化，关键在人才、
在平台。围绕新材料产业，高新
区 （新材料科技城） 集成资源，
创新打造的新材料联合研究院、
新材料众创空间，已集聚一大批
重量级科研团队，技术研发、项
目孵化、企业服务齐头并进。

整合兵科院、中科院宁波材
料所等国内顶尖研发机构资源的
新材料联合研究院，投入运营不到
半年就已显现出新材料“魔术工
房”强大效应——37个实验室已全
面对外开放，其中材料公共实验检
测平台服务企业有300多家，高分

子功能材料中心已实施项目产业
化，增材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
与多家知名企业展开合作洽谈。

在毗邻的新材料众创空间，落
户在此的诺丁汉大学宁波新材料
研究院，已集聚复合材料研究、新能
源与环境材料研究、颗料与岩土力

学研究三大科研团队。目前，由该研究
院自主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和锅炉节能
环保产品已完成部分产业对接，今年
还将重点推进重金属汞脱除、资源化
回收，以及海绵城市相关新型材料的
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工作。（记者 崔引
通讯员 张力拉 余三军 文/摄）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在实验室进行各项实验。

新材料的“魔术工房”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在实验室内进行材料高温煅烧。

科研人员操作实验设备。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范
聪颖） 记者昨日从有关部门获悉，
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几天前
公布首批残疾儿童省级定点康复机
构名单，明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榜上有名。

据悉，作为宁波市首家儿童康

复社区基地，明楼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儿童康复基地已运营近三
年。基地提供高危患儿“医院-社
区-家庭链式”康复服务模式，进
一步满足高危患儿“小病在社区，
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医疗
需求。

明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
童康复基地目前已成为宁波乃至浙
东区域较具影响的“康复点”，吸
引了大量患者。据统计，近三年
来，基地已先后接收各类患儿 380
余名，成功将 300余名发育迟缓患
儿纠正至正常发育轨迹，30 余名

脑瘫患儿在运动功能上有不同程度
的进步。

据悉，宁波共有 4 家机构被评
为首批残疾儿童省级定点康复机
构，另外三家分别是宁波市残疾人
康复中心、鄞州刘氏儿童培训学校、
鄞州区小星星特殊儿童训练部。

首批残疾儿童省级定点康复机构名单出炉
明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榜上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