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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宁芬） 上周日，宁波经贸学校家长
会开场不过半小时，爸妈们现场流
泪。这些天，“家长会开哭了家
长”的微信在朋友圈热传。

当天，在经贸学校药学部高一
年级的 5 个班近 200 名学生利用所
学的专业按摩技能，为父母进行颈
部、背部等按摩。不到两分钟，已
有家长红了眼眶，不少家长更是流
下眼泪，场面甚是感人。

16 中药班田瑞雪的父亲回家
后特意打电话给班主任俞春飞老
师：“女儿的贴心服务让我深切感
受到了浓浓的真情。”唐宇同学的
母亲专门发了一条短信对学校和老

师表示感谢：“老师们辛苦了，把
孩子们教育得这么好！今天我高兴
得流泪！”家长们的肯定也极大地
调动了孩子们的积极性。鲍智超同
学不仅在班上为母亲按摩，回家后
还主动为父亲和祖父母按摩，一分
孝心让一大家子潸然泪下：“我们
从来不知道孩子专业学得这么好，
对学校很感谢，更感动。”

16 商务助理班的家长会上，
一份家长会特制问卷难倒了不少家
长。“您的孩子周五几点到家”“您
孩子的偶像是谁”“您知道孩子的
梦想吗”……这份问卷由学生们自
己设计：“我们想看看爸妈是否了
解我们，我们希望得到理解和尊

重。”
一位家长这样写道：“问卷答

了，感觉对孩子了解好少，愧对小
孩。”他说，这次家长会也是对他
的一种“教育”，让他意识到自己
对孩子的陪伴远远不够，更让他打
定主意，今后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在孩子身上。班主任陈瑛老师说：

“作为老师，我想和家长共勉：我们
要蹲下来听听孩子的声音，看看他
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才会理解他
们为什么那样做、那么说。”

16 会计班的班级画册让家长
们看到了孩子在校成长的点滴，药
学部高二年级结合专业特色演示了
药剂实验，16 药剂班的啦啦操表

演更是让家长们连声称赞……在宁
波经贸学校的家长会上，家长们看
到、了解了孩子们成长的方方面
面。

近年来，宁波经贸学校的家长
会一直在改革创新。陈平校长说：

“孩子到学校来上课，就是从一个
家走向另一个家。现在家长普遍更
关注分数、成绩，生活节奏的加快
又让家长忽略了和孩子的情感交
流。这次家长会也是用这种形式提
醒家长：我们和孩子之间的交流，
除了成绩还有很多需要重视的东
西。孩子长大的速度超过我们的预
估，希望家长能珍惜陪孩子一起长
大的时间。”

近200名学生为父母按摩，家长现场流泪；孩子设计的一份问卷，
让家长深感惭愧——

经贸学校这场家长会很“走心”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邓
雪 鲍聪聪） 记者昨日从宁波交投
营运公司获悉，经过半年与警方协
作打击偷逃高速通行费行为，目前
已掌握涉案车辆 180余辆，逮捕涉
案人员 190多人，挽回损失数百万
元。

交投营运公司宁波北收费站收
费员小蒋当班时发现了一台自动栏
杆出现故障，经调查发现，一辆白
色本田车在宁波北收费站入口处连
续取了两张通行卡，通过监控追
踪，小蒋惊奇地发现这辆轿车一天
内这样的戏就演了五次，立即将此
事上报。

通过技术追踪发现，这辆白色
本田涉嫌参与多车换卡逃费，由该
车所取的通行卡，被多辆货车所使
用，这些车大多挂着嘉兴或是衢州
等地车牌，显然，这是一种偷逃通
行费的行为。简单地说，当小车从
宁波北上高速后，路上与嘉兴等地
上高速的货车换卡，随即相继从朝
阳等收费站就近下高速，这样，货
车实现了“长途变短途”，同时，
也偷逃了两种车型之间巨大的通行

费差额，大货车换卡后只需要交几
十元通行费，少则省了数百元，多
则可省上千元。

交投营运公司经过数据分析发
现，这种偷逃通行费的情况涉及整
个高速宁波段收费站，并辐射嘉
兴、湖州、衢州 3 地，规模相当
大，主要为偷逃跨海大桥通行费。

警方接警后，经过调查发现，
这些车辆多半是在半夜 11 点到凌
晨 3点之间行动。一般是大货车从
嘉兴等地收费站上高速，过了杭州
湾跨海大桥后，与小车取得联系，
并在指定服务区或硬路肩换卡。为
此，去年 9 月，省公安厅、宁波、
嘉兴等多地警方联合省交投公司、
宁波交投营运公司，成立了“特大
偷换通行卡”专案组，将嫌疑车辆
建立图片信息库，通过比对车型、
颜色、特征甚至是车上的划痕、车
头装饰、车里摆件等信息，进行了
大量的逃费线索收集、研判、查证
和核实工作，逐渐掌握了偷逃车辆
的违法犯罪轨迹，再进一步通过大
数据排查的手段，逐步查清诈骗犯
罪团伙的整体结构，使得“全线打

击”的时机逐渐成熟。截至目前，
已抓获嫌疑人 190余名，涉案车辆
180 余辆，收缴赃款数百万元。交
投营运公司今年一季度通行费报表
显示，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接线、穿
好高速、绕城东段等与同期相比有
明显上升。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种偷逃行
为 早 已 成 为 物 流 行 业 的 “ 潜 规
则”，甚至有物流公司以奖金的方
式鼓励偷逃成功的货车司机，“偷
逃通行费不仅给高速业主带来经
济损失，也造成运输费用的恶意
竞争和偷逃通行费违法犯罪行为
的恶性循环。同时，给社会的诚
信度带来了严重的伤害，破坏了
高速公路上的治超管理，也给高速
公路行车安全带来极大隐患。”该
人士指出。

据警方介绍，偷逃高速通行费
属于诈骗行为，数额较大的，可以
依法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一次取多张卡，途中小车与货车换卡

偷逃高速通行费现“新花样”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叶赛君 李海玲） 孩子睡得怎样？
运动量够不够？如今都能通过一只
小小的手环实现实时监测，还可进
行大数据分析，为每个孩子做出个
性化的睡眠和运动报告来。近日，
鄞州区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先尝
了鲜，小手上戴上了这样的监测手
环！

孩子们佩戴的智能手环，利用
内置的运动传感芯片记录步数和距
离，每小时统计一次数据，并把运

动数据上传到云端服务器。幼儿园
则可跟踪统计幼儿的运动情况，方
便教师们在电脑后台或者 APP 上
查看所有儿童每天的运动数据、走
势图，进行实时量化和监督幼儿的
运动量。与此同时，家长们也可通
过APP查看自己孩子的运动数据。

据悉，幼儿园在了解幼儿实际
运动量的基础上，还对采集到的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根据数据结果提
出针对性改进措施，对幼儿提供科
学有效的运动指导。

孩子睡眠质量怎样，运动够不够量？

鄞州实验幼儿园
试行小手环实时监测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赵东海 刘御芳） 最近一周，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的中国渔
政 33201 船等三艘大型执法船在
象山港、南韭山和渔山海域持续
开展高密度执法检查，“我们以查
处禁用网具为重点，严厉打击违
规捕捞幼鱼行为，为即将到来的
伏休禁渔做好准备。”支队负责人
说。

今年5月1日起，东海进入全
面禁渔期，较往年提前了一个
月。从本月中旬起，全市渔政执
法部门全面投入“幼鱼资源保护
战”“伏休成果保卫战”“禁用渔
具剿灭战”三项执法行动，开展
海上巡查、港口检查与市场宣传
检查等工作，史上“最长”禁渔
期提前拉开严管严打序幕。

在象山港、西沪港和蟹钳港
等区域，护渔船加强对地笼网、
滩涂串网实施集中清理整治。象
山县渔政执法大队负责人表示，

目前大队所有执法船艇实行 24小
时值班，确保每天有执法船在港
口码头执法检查。据了解，在石
浦港，今年春季出海作业渔船较
往年明显减少，本月下旬起，很多
渔船主动起网返港，不再出海。一
名船老大说，近期捕来的多是饲料
鱼，卖不上好价钱，“现在幼鱼保护
这么严，不敢违规超额捕捞，不如
提早‘放假’进入伏休。”

据统计，到本月 24日，全市
渔政部门 10 天中就检查了渔船
414 艘，没收、清理密眼衬网、
多 层 囊 网 等 违 规 、 禁 用 渔 具
14205顶，没收违禁渔获物 360公
斤，查处渔船违规案件 99件。此
外，市、区县 （市） 两级渔业部
门会同市场监管、经信等部门，
走访、检查上百家水产交易市
场、饭店以及冷库、渔具制售

（厂） 点 等 ， 发 放 资 料 6000 余
份，宣传海洋禁渔休渔和幼鱼保
护规定。

下周将迎史上“最严最长”禁渔期

渔政部门海陆联动
严打违法捕捞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陈宁）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市渔
业互保协会年度工作会议上获
悉，截至去年底，渔业互保对全
市渔船、渔民的承保率在 95%以
上，基本实现全覆盖。

据统计，2016 年，市渔业互
保协会承保渔船 5193艘，提供渔
船风险保障达29.39亿元；渔民人
身互助保险 22708 人，承保额度
达到131.65亿元，赔付6181.25万
元。此外，水产养殖互助保险总
承保面积超过 4 万亩。去年，协
会共发放无理赔事故安全奖 638
万元，渔业融资担保公司提供近
2.5亿元的融资担保，帮助渔民解
决“融资难”。

今年，协会又推出十大惠民
举措。今年 1 月起，大型渔船船
员雇主责任险最高投保额提高至
100 万元，其中 50 万元享受市、
区县 （市） 二级财政补助，剩
余 50 万 元 ， 协 会 实 行 优 惠 费
率。投保额度为 100 万元的，伤
残赔付限额由 50 万元提升至 70
万元。协会还设立了渔民人身
重大伤残基金，用于购买雇主
责 任 互 助 保 险 重 大 伤 残 再 保
险，最高可提供 130 万元的风险
保障，能够满足全市 90%以上的
互保渔民伤残事故赔偿。

此外，会员渔船遭遇重大事
故，施救船舶每救起一人，可获
协会2万元的奖励。

我市渔业互助保险
基本实现全覆盖
今年推出十大惠民措施

小朋友戴上了小手环。
（李海玲 叶赛君 摄）

昨天，鄞州东胜街道张斌社区
与辖区餐饮企业联合举行“劳动光
荣”服务技能比武活动，餐饮服务
内容被列为比赛项目。

（丁安 黄叶飞 摄）

服务技能
比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