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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张
基隆 郑瑜）“就算忘记全世界，
也无法忘了你……”一位患老年痴
呆症的 84 岁老太，什么都不记得
了 ， 却 只 记 得 老 伴 ， 50 多 个 日
夜，不离不弃地陪伴在患绝症的老
伴病床前。鄞州人民医院肝胆外科
病房里这对八旬老夫妇的真情演绎
让人唏嘘不已。

“我又相信爱情了！”年轻的医
生、护士感动地说。

王 老 太 今 年 84 岁 ， 鄞 州 区
人，退休之前是一家纺织厂的工
人，与 86 岁的老伴戴老伯结婚 60
年，一直以来感情甚笃。随着岁月
的流逝，王老太的老年痴呆症状越
来越严重，她开始不认得身边的
人，忘记回家的路，终于有一天，
她谁都不记得了，却唯独记得老
伴，老伴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
里，一刻也不愿分离。

上月初，王老太和戴老伯因为
身体不适，双双住进鄞州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经过医生检查后发现王
老太患有头晕症，戴老伯却已是胆
囊癌晚期。戴老伯知道属于自己的
时间不多了，一心想跟老伴相依为
伴过完最后的日子。医院特意把两
位老人安排在同一间病房。王老太
恢复得很快，因为戴老伯不能出
院，王老太便死活不肯出院，一定

要留下来陪老伴。医院只好为王老
太提供了一张躺椅，每天晚上 8点
王老太就在老伴的病床边支起那张
躺椅，铺上一床棉被和衣而睡。

夜间，王老太睡觉时总是喜欢

朝左边，面对着老伴，看着老伴睡
着后才休息。有时候王老太一整晚
不睡觉，就默默地看着老伴，只要
老伴翻个身，或者有什么风吹草
动，她就赶紧直起身来看一下。

“老太婆，老太婆，你还在吗……”半
夜里，有时候戴老伯会突然寻找老
伴，王老太立马就会起来凑近老伴
耳边，不停地安慰：“老头子，我
在这呢，我没走，你安心睡吧！”

可是，除了老伴，王老太实在
是迷糊得很。有一次护士小李和王
老太闲聊着：“老婆婆，你和戴伯伯
这么恩爱，你们结婚几年了？”王老
太脱口而出：“结婚一年了。”小李一
愣：“老婆婆，你儿子都快 60 岁
了，怎么才结婚一年呢？”王老太
似乎意识到自己记错了，很无辜地
看着老伴说：“老头子，我把我们
哪一年结婚给忘记了，我只记得你
是我的老伴。”说完拉着老伴的手
乐呵呵地傻笑着，满脸的幸福感。

这一陪就是 50 多个日夜。由
于长时间的睡眠不足，王老太的身
体状况越来越差，没办法，儿子只
能给她请了一个保姆陪在医院。

“没事的时候，我就搀着她在病区
走廊走走，每次一出病房她就认不
到路，却只认得老伴。”保姆告诉
记者，有几次她搀着王老太走到病
房门口时，王老太就说“走错了，
这不是我住的病房”，在里面瞄了
一眼，看见了老伴躺在病床上，又
赶紧说“对的，这是我病房，我老
伴在里面呢”。

在病房里，两位老人的话并不
多，但眼神里充满着对彼此的关
爱。那天，两位老人正好在病区走
廊散步，几个病友看着相互搀扶的
两位白发背影，禁不住感慨：“一
辈子忙忙碌碌，能有像他们那样白
头偕老的一个踏实伴侣，也不枉此
生了。”

“就算忘记全世界，也无法忘了你”
84岁痴呆老太寸步不离陪伴患绝症的老伴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从昨日
起，市“大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
难题”抓落实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组织5个督查组，陆续赴10个
区县 （市），开展抓落实专项行动
市级重大项目属地推进情况专项督
查。

据了解，此次专项督查至本月
底结束，通过听取汇报、调阅资料、
谈话了解、实地查看等方式进行；督
查重点是实施类市级重大项目，兼
顾部分谋划类和前期类项目。每个
督查组分设项目督查小组、作风督
察小组、干部考察小组。项目督查小
组主要督查掌握市级重大项目在各
个区县（市）的实际进展程度，重点
督查在推进项目建设过程中，属地
该做的工作做了没有、该破的难题
破了没有，梳理清楚哪些问题需要

市级层面协调解决，哪些事项属于
属地解决以及解决的具体情况，以
加快项目推进进度。作风督察小组
主要是深入了解各地在开展抓落实
专项行动中的作风状况，督察发现
各级党员干部不作为、慢作为等怠
政现象以及“中梗阻”问题，以提升
抓落实的效能。干部考察小组主要
考察了解各级干部在抓落实专项行
动中履职表现情况、优秀典型事迹、
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干部在抓落
实专项行动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培

养使用的意见建议。
“开展此次专项督查，旨在坚

持绩效导向、实干导向，全面掌握
市级重大项目在属地的推进情况，
深入分析项目推进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与制约因素，进一步理清市、区
县 （市） 两级破难攻坚的责任与任
务，上下联动、共同发力，激发干
部担当作为，强化真走实破，加快
项目进度，尽快办成一批大事、推
进一批项目、解决一批问题。”
市抓落实专项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大脚板”走得怎样？“小分队”破得如何？

我市开展市级重大项目属地推进情况专项督查

昨天上午，海曙天一消防中队
战士走进宁波鼠疫纪念馆开展“牢
记历史 勿忘国耻”活动，激励大
家牢记历史使命，传承爱国精神，
在和平年代也要居安思危，警钟长
鸣。

（刘波 王艳卉 摄）

牢记历史
勿忘国耻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郁
诗怡） 工资如何追回，公益培训怎
么参加，服务卡在哪里可以享受优
惠？这样的问题和回答，每天都会
出现在市总工会官方微信平台“甬
工 惠 ” 上 。 从 2015 年 5 月 12 日

“出生”到现在，已有 60余万宁波
职工关注了这个指尖上的“甬城职
工之家”。

据了解，“甬工惠”目前在职

工中的关注度稳步增长，粉丝已超
过63万，在全市483个政务微信平
台运营指标体系中总分位居第二，
两次荣获“全国十佳最有影响力工
会新媒体”，并跻身“全国最有影
响力工会新媒体”奖项第二名。

《还在烦恼怎么追回被拖欠的
工 资 ？ 小 惠 告 诉 你 N 个 方 法 ！》

《你造吗？“隐婚”入职，单位有权
解约吗？》《当离职遭遇档案纠纷，
四 个 案 例 让 你 学 会 “ 见 招 拆
招”》……在“甬工惠”上，一些
和职工息息相关的法规解读、维权
知识的文章推送，受到许多职工的

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学习了解
如何维权。积极的互动和回应也是

“甬工惠”受到许多职工点赞的原
因。2016 年 10 月，宁波百联东方
商厦职工网络发帖，反对单位要求
职工回家待岗，一时间舆情哗然。
针对职工论坛上的提问，工会第一
时间前往现场进行核实、调查，并
在“甬工惠”上，将原帖中提到的
问题及工作进展情况向社会公众进
行解答、公告，答复微信的点击量
迅速逼近2万。

除了信息互动，“甬工惠”平台
还正成为职工服务的新载体，从去

年 7 月 21 日开始，我市职工再也不
需要为了报销职工医疗互助保障金
来回奔波了，因为“甬工惠”开通了

“在线互保”服务模块。只需填写相
关信息、资料，职工不但可以查询自
己有没有参加宁波职工医疗互助保
障和能够报销的金额，还能通过网
络申报、快递寄送、网银转账“一条
龙”服务，足不出户在线完成报销手
续，真正做到了让职工少跑路。

除了“在线互保”，“甬工惠”
还设有活动专区、服务大厅、5·1
卡专区三大模块，十余项贴心的在
线服务功能，与职工的生活工作息
息相关，职工只要动动手指，就能享
受到工会的网上服务。服务贴心，福
利也不少，记者了解到，仅 2016年，
市总工会就通过“甬工惠”平台，发
放 网 上 小 福 利 60 余 万 元 ，依 托

“5·1 服务卡”，线下开展优惠活
动 182 项，惠及职工 291 万人次，
优惠金额超过975万元。

“甬工惠”拥有60多万粉丝
已成为“娘家人”与职工之间的新桥梁

郑建钢

在从事志愿服务时，遭遇意外
人身伤害，身故的赔付 100 万元，
残疾的最高可赔付 60 万元……9
月 15日，我市发布《宁波市志愿服
务注册管理办法》《宁波市志愿服
务记录管理办法》，市志愿者协会
还和中国人寿保险宁波分公司签
订了《宁波市注册志愿者志愿服务
过程中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协
议》（9月16日《宁波晚报》）。

到目前为止，我市 We志愿服
务平台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超 90万
人，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和队伍逾万
个，社区普遍建立了志愿服务站，
农村也开始探索建立志愿服务阵
地。市城管义工协会被评为全国最
佳志愿服务组织，宁海“党群同心
圆”、北仑“红领之家”党员志愿服

务被评为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北仑区小港街道红联社区被评为
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梁叔
叔帮你上学”助学团负责人梁斌被
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志愿者队伍
的不断壮大，志愿精神的不断发
扬，推动我市志愿服务从“星星之
火”发展为“星火燎原”。志愿者参
与志愿服务，自己的服务能力和道
德水准提升，也有力推进了社会文
明和进步。

志愿者提供各类志愿服务，
具有无偿性、公益性的特点，尤
其在扶危济困、应急救援等方
面，更需要冒着很大风险甚至作
出巨大牺牲。我们不能让志愿者
流汗流血之后再流泪，而应未雨
绸缪，事先为志愿者提供相应的
保护措施。《慈善法》第六十八条
明确“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这是对志愿工作的肯定，也是对
志愿者的关爱和保护。为志愿者
购买保险，解除他们的后顾之
忧，就是从制度层面让好人得实
惠，是对志愿者的一种褒奖。

为志愿者买保险是一种褒奖

本报讯 （记者董小芳） 昨天
下午，宁波市宗教工作协调小组
会议暨全市基层宗教事务管理现
场会在慈溪召开。梁群出席会议
并讲话，卞吉安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做好宗教工作，重
点在基层、薄弱点在基层、主战场
也在基层，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
度，充分认识做好基层宗教工作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严格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在思想上加强引导、工作
上加强指导、管理上加强督导、关
系上加强疏导，综合施策、联动管
理，为确保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提
供有力的基础保证。

会议要求，充分发挥村 （社

区）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牢
牢把握基层宗教工作的主动权，
要从“六个着力”上下功夫，着
力解决“思想不重视、认识不正
确、工作不会做”问题，着力健全基
层宗教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着力强化基层宗教工作网格化管
理、组团式服务，着力推进基层宗
教突出问题的联动治理，着力构建
健康和谐的宗教关系，着力提高基
层宗教事务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
基层宗教和民间信仰事务管理水
平。为宁波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推进“名城名都”建设营造良好的
政治社会氛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基层宗教事务管理现场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王佳） 市政协
日前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五
连冠”民主监督活动。昨日下
午，张明华率民主监督小组来到
濠河公园、大沙泥街等处进行实
地察看，就市政设施、环境清洁
等问题展开重点监督。

参加民主监督活动的委员指
出，城区机动车辆停车行为还需
进一步规范；垃圾分类的后续配
套可进一步完善。针对存在的不

足之处，民主监督组提出，要加
强完善对停车场库的规划、建设
和管理，利用市场化机制发挥智
慧城管优势，进一步引导市民群
众有序停车。要查补垃圾分类存
在的短板，以“小手拉大手”带
动社会意识培养，持续推进垃圾
分类，美化城乡环境。要充分发挥
市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形成共建
共享共治共管的生动局面，确保交
出创建文明城市的满意答卷。

市政协开展民主监督活动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杜柏荣 陈芳） 我市日前成功
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10 亿元。
这是今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联
合推出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
券融资试点后，我市首次发行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标志着专项债
券与项目资产、收益对应制度在
土地储备领域开始实施。

本批债券期限 5年，发行总额
10亿元。涉及市本级庄桥区块、江
北区铁路北站安置地块、庄桥李家
安置房、镇海区汤家河东河西地

块、鄞州区钢材市场拆迁 5个土地
储备项目，收储面积共计 137 公
顷，项目预计总投资 82亿元。本批
债券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相应的
土地储备项目，并以对应地块的土
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实现项
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了解，去年以来，我市参
与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
理办法制订，同时积极向国土资
源部争取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今
年财政部单列下达我市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新增发行额度10亿元。

我市土地储备融资破冰
首次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10亿元

不离不弃的两位老人。 （郁亚波 摄）

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

工会展新风

本报讯 （通讯员勇祖轩 记
者黄合） 昨日上午，宁波市党的建
设研究会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党建研
究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总结了近
年来工作，研究部署了今后五年工
作，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及其领
导机构。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高
世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党建研究
会会长王永昌到会致辞祝贺。陈安
平当选为第三届理事会会长。

据悉，宁波市党建研究会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紧贴

中心大局开展党建研究，突出全面
从严治党主题主线，深入研究新形
势下党建领域热点难点问题，持续
扩大我市党建工作的影响力。据统
计，近年来共有 39 个课题报告获
全国性奖项，获奖数量和层次在全
国副省级城市中名列前茅。

大会审议通过了 《宁波市党
的建设研究会章程 （修正案）》，
通报了 2016年度全市党建研究优
秀成果，对宁波党建研究中心

（城市党建智库） 和党建研究基地
进行了授牌，为特邀研究员 （中
心专家） 代表颁发了聘书。

市党建研究会召开
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讯 （记者张昊） 昨晚，
李关定会见了英国诺丁汉市政府
行政长官柯睿恩率领的政府代表
团。

李关定对诺丁汉市政府代表
团访甬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
宁波近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
说，宁波与诺丁汉市结好 12 年

来，两市各领域交流越来越深
入，合作空间越来越广阔，取得
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
一步开展友城间的实质性交流，
深化高科技产业等经贸交流、技
术创新，加大教育、医疗、艺术
等人文交流合作，使合作在更宽
领域实现互利共赢。

市领导会见诺丁汉市代表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