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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孙佳韵 徐梦萱）“小朋友，别在这
里玩水，注意安全！”25 日下午，慈
溪市胜山镇拔船塘小学防溺水“家
长护苗队”的志愿者在当地山后池
塘巡查时，发现有几个孩子正在池
塘边玩耍。为安全起见，他们赶紧上

前将孩子们劝离，消除了安全隐患。
暑假是学生意外溺水事故的多

发期。为了防范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慈溪各学校已组建 152 支防溺水

“家长护苗队”，成员总数近 5000
人。此外，该市还组建了 80 余支镇
级巡逻主队，200余支巡逻小分队，
社会“护苗队”总人数达3000人。

近年来，慈溪市开发小学的
“家长护苗队”不断壮大。无论是
双休日还是寒暑假，人们在溺水事
故易发地段总能看到志愿者们巡逻
的身影。“暑假中，一些家长无暇

照顾休息在家的孩子，而他们的居
住地附近又有一些河流，存在一定
安全隐患。”该校负责人说，学校
在加强防溺水教育之外，积极发挥
热心教师和家长的作用，共同编织
了一张安全防护网。

拔船塘小学是一所外来务工人
员子弟学校。暑假期间，该校防溺
水“家长护苗队”每周都会在胜山
塘河、四灶浦江、水云浦江等区域
巡逻，查看相关预防溺水措施是否
落实到位，是否有安全隐患。“自
从成为‘护苗队’的一员，平时一

看到有孩子在河塘边玩耍，我就会
立即上前提醒和劝导。”学生家长
谢先生说，多几双守护的眼睛，孩
子们就少一些危险。

今年暑假，慈溪市防范中小学
生溺水事故专项工作小组各成员单
位充分利用市、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组织网络，进一步建立健全校
边、路边、家边“三边”危险点排查预
警机制，在可能发生溺水事故的水
塘、水库、河流等危险水域设立安全
警示牌，建立每周安全提醒机制，不
断提高学生们的自我防范意识。

慈溪400余支“家长护苗队”

暑期巡查防范学生溺水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吴嘉升 胡天生） 记者近日从市消
防部门获悉，入夏以来，涉及电梯
的求助警情明显增多。

7 月 23 日下午 5 时 23 分，鄞州
消防彩虹路中队接到指挥中心指
令：宁丰铭庭 16幢电梯内有一男子
被困，急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到达
现场后勘察发现，电梯被卡在 16楼

与 17楼之间，而此时男子被困在电
梯内已近 20分钟。消防立即展开救
援，一边使用电梯钥匙和铁铤将电
梯门向两边扩张以保证电梯内部的
空气流通，一边安抚被困男子情绪，
避免引发二次意外。经过 20分钟的
紧张救援，男子被成功救出。

7 月 1 日下午，海曙高桥恒威
君上城小区一电梯发生故障，有一
人被困在 10 楼位置。海曙消防大
队古林中队出动 8 人赶赴现场救
援，最终将被困者成功救出。

“最近一段时间此类警情较
多，仅 7 月 8 日一天，我们就出动

了 4 次，全是人员被困在电梯内
的。”海曙消防大队工作人员说，
电梯故障在夏季更容易发生，这是
因为炎热的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供
电设备负荷过重容易导致停电。一
停电，电梯就“罢工”了。

那么，万一被困电梯内应该怎
么应对呢？首先要保持镇静，这是
因为电梯内空间狭小且被困人员互
相不熟悉，容易产生恐慌心理，此
时被困人员应互相安慰，缓解气
氛。其次就是求救环节，被困人员
可按动操纵盘上的警铃按钮或对讲
按钮求救，尽快与物业工作人员或

者电梯维修人员取得联系。当然也
可以拨打报警电话，告之故障电梯
的位置和简要现场情况。再次，如
果电梯内没有信号，最重要的做法
是保持镇定，节省体力，等待救
援。当听到外面有人时，可以有节
奏连续轻叩轿门呼救。

此外，特别要记住，千万不要
砸电梯，这很危险。不要试图扒门
或重力拍门逃出，如果强行打开电
梯门，可能会因为电路原因，导致
电梯突然发生坠落。同时，电梯顶
部的安全窗也不是逃生口，没有专
业人员帮助独自逃生是很危险的。

入夏以来，涉及电梯的求助增多
消防提醒：千万不要强行打开电梯门，否则有可能导致电梯坠落

近日，本版连续刊发的关注城
市犬类管理的报道，引起了众多读
者的关注和讨论。在中国宁波网民
生 e点通问政平台上，大家除了吐
槽自己亲历的“狗患”之外，还纷
纷发帖，与相关部门共同探讨宁波
在城市犬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问题一：法律法规滞后
“2004 年，我市发布了修改后

的 《宁波市限制养犬管理规定》。
如今 14 年过去了，时代在变化，
管理规定是否也该与时俱进呢？”
网友“XIAN11”在民生 e 点通问
政平台上发帖提出了这一问题。

网友们认为，最应该更新的是
对于限养区范围的划定。“城区范
围不断扩大，成熟社区不断涌现。

《规定》 制定时的田和农民房屋，
有不少现在已经变成成熟社区，可
这些成熟社区都不在限养区内。政
府应根据新城区建设情况，重新划
定限制养犬范围。”

对于网友们的这一呼声，宁波
市公安局在帖子中回复表示：“目
前，公安机关正积极建议，参与

《宁波市限制养犬管理规定》 的修
改工作。”

除此之外，公安部门还在帖子
中表示，在管理流浪狗的问题上，存
在缺少法律依据的情况。“目前，公
安机关根据《宁波市限制养犬管理
规定》《宁波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
相关规定，对限养区内的流浪犬主
要实施收容留检，对其中的狂犬或
疑似狂犬，根据《动物防疫法》的有
关规定实施扑杀，并送有关部门进
行无害化处理。治理流浪犬有人力、
经费等问题，但最主要的还是需要
相关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如对
流浪犬只的身份界定，对收容留检
犬只后续处理的法律依据等。”

问题二：执法尚存难点
对于登记养犬的个人和单位，

《规定》 明确了许多要求。包括：
犬的颈部须挂公安机关和畜牧兽医
部门核发的犬牌和免疫牌；烈性
犬、大型犬必须拴养或者圈养；小
型观赏犬出户时必须束犬链，并由
成年人牵领；不得纵犬在楼道、公
共阳台、公共绿地排泄粪便；犬在

户外排泄的粪便，携犬人应当立即
予以清除；不准携犬进入市场、商
店、饭店、学校、医院、车站、码
头、机场、体育场 （馆）、公园、
文化娱乐场所及其他公共场所；不
准携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

对于个人或单位违反规定的，
公安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
可处以五十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犬，吊销

《养犬登记证》。但是，在实际执法
中，公安部门的执法人员遇到了许
多难题。

宁波市公安局在帖子中回复：
“处罚过程中存在诸多的困难和问
题，如警力不足、捕捉手段有限、
经费保障不力、法规滞后等。但最
大的难点在于很难明确犬只的身
份，许多犬主在所饲养的犬只伤
人、扰民后，直接否认这是其所饲
养的犬只，使公安机关只能对该犬
实施收容，而无法依据相关规定对
犬主进行教育、处罚。”

问题三：养犬人缺少自律
目前不文明养犬主要有：遛犬

不拴犬绳；不及时清理犬只粪便；
犬只扰民。治理这些问题，除了政
府部门的管理外，养犬人也责无旁
贷。

“治理狗患，重点不在狗，而
在养狗的人。我觉得狗可以养，但
要有规矩。养而不管是不文明养犬
人的通病。我们应该文明养犬。”
网友“老宁波讲大道”在帖子中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

该网友的观点得到了众多网友
的支持，“出门牵狗绳”“自觉捡粪
便”“不养烈性犬”“按规定接种疫
苗”应该是每个养犬人应该自觉做
到的事情。

除了支持文明养犬外，还有
不少网友认为，市民在养犬前一
定要评估自己的时间、精力，如
果不能负责到底，最好不要养。

“主人的遗弃是流浪狗产生非常
重要的原因，随意弃养不但伤害
了狗，还给社会留下隐患。”网
友“白云在蓝天飞”在留言中表
示。

（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 傅
钟中）

城市犬类管理，尚存哪些问题？
——关注城市犬类管理③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邵建荣 蒋彦楠） 入伏以来，
空 调 房 成 了 人 们 工 作 的 “ 标
配”。但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
没有冷气吹，还要顶着烈日工
作，他们就是整天穿梭在大街小
巷“快递”公共自行车的搬运
工。“银珠明园南网点的下架车
满了，我们赶紧过去！”7 月 25
日上午 8时许，搬运工应秀宝和
同事正在网点上架车辆，接到区
域调度指令后，抓紧完成眼下的
任务后，和同事赶往福明路上的
银珠明园南网点。

48 岁的应秀宝是市公共自
行车搬运队伍里唯一的女性，可
她工作起来一点都不输男人，搬
起车来又快又稳。15 分钟后，
应秀宝到达目标网点，发现下架
点已被车辆占满，网点的空桩也
所剩无几，她立即放好安全警示
锥，解开链条，依次将车辆推至
调运车边扛给同事，一来一去，
动作娴熟干脆。

五六分钟后，车厢内已装了
20 辆车子。太阳火辣辣地炙烤
着 地 面 ， 连 续 搬 运 40 辆 车 子
后，应秀宝和同事的衣服仿佛被
水浇透了一样，手臂上的冰袖也
在滴着水。来不及休息片刻，三
人立即上车前往下一个网点，在
等红绿灯的空当，大家才得空喝
了几口水解渴。

“每个网点的车辆调配，都是
根据网点客流量来决定的，一般办
公楼、居民区和学校等网点租借量
较大。上午 7 时至 9 时、下午 5 时
至晚上 7 时是最忙的时候。”应秀
宝说，很多人会选择骑车到办公
区、商务楼上班，所以得赶在上午
上班前把附近的车辆下架好，留出
位子，中午则要重点关注商圈和广
场，晚上是居民区和商业区。

8 时 05 分，20 辆；8 时 17 分，
20 辆；8 时 30 分，30 辆；8 时 50
分，30 辆……在公共自行车调运
记录表上，几乎每隔十来分钟，应
秀宝和同事就要赶往另一个站点，
不停地做好车辆上下架工作。

据了解，全市现有 50 余名公
共自行车搬运工，从早上 6时至晚
上 9 时半，人均搬运量达到 200 辆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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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童

据《宁
波日报》 7
月 25 日 民

生版报道，慈溪市坎墩街道有家
美发店颇受老年人欢迎，老人在
店内理发只收 1元，美发店老板
韩朝晖是老人们眼中的好人。

行善没有早晚，爱老各尽所
能。老家在台州的新宁波人韩朝
晖，当他了解到社区老年人嫌价
格贵，鲜有进美发店来理发，又
考虑到不收费会使老年人觉得难
为情，就与社区商定，为附近
60 岁以上老人“1 元理发”，几
年来已服务了约 1800 人次。这
看起来只是一份小爱心，却有效
化解了当地老年人理发难的大问
题。

爱出者爱返。韩朝晖到宁波创
业十多年，美发店一家家开起来，
这固然是他经营有方的表现，而换
个视角看，一个人在生活中充盈爱
心，这对“做活”生意必然也大有
裨益。道理十分简单，假如我是理
发店周边的年轻居民，听闻了店老
板对老人们的“1 元之爱”，通过
情感上的“货比三家”，肯定会十
分乐意地去那里理发。

“1 元之爱”蕴大善。和谐美
好的社会风气，需要言谈之间的渲
染，更离不开身体力行的熏陶。一
家美发店乐积小善为大爱，能在社
区里“1 元理发”了上千位老人，
其他有条件作奉献的商家和个人瞧
了，就有可能见贤思齐，甚而进一
步尝试着推出真爱之举。不难想
见，当这种善的根基逐渐牢固，爱
的氛围日益浓厚，就会成为彰显城
市文明的细节亮点和强力支撑。

“1元之爱”蕴大善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
董楠） 前几天，宁波海关缉私
局来了三名特殊的客人，他们
来自宁夏，是 2008 年宁波海关
缉私局办理的一起刑事案件的
当 事 人 丁 某 及 其 妻 女 。 十 年
来，宁波海关缉私警察为丁某
女儿小雪筹集爱心助学款近 4
万元，顺利帮助这名姑娘实现
大学梦。如今小雪即将大学毕
业，她和父母辗转 2000 余公里
专程来宁波感谢缉私警察多年
的资助和关爱。

“都说宁波是座爱心城市，
真的名不虚传，我衷心地感激
缉私局叔叔的热心付出，对宁
波这座城市也感到更加亲切和
喜爱。”小雪在相聚现场动情地
说。

事情起源于 10 年前的一起
刑事案件。2008 年 10 月，宁波
海关缉私警察在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查获企图走私出口的 30 只猎
隼。猎隼是我国二级重点保护动
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
危物种红色名录，偷捕猎隼走私
出境毫无疑问触犯了刑法。该案
中负责运输的丁某被缉私警察当

场抓获。
丁某锒铛入狱，一贫如洗的家

里，只剩下多病无业的妻子和正读
初中的女儿小雪，而小雪面临着因
贫失学的困境。看着小雪渴望求学
的眼神，缉私局的这些汉子心里五
味杂陈。

回到宁波，大家立刻给小雪寄
去 500元和一个复读机，并写信叮
嘱：“有困难就找海关缉私警察叔
叔们。”

2014年 8月，小雪给侦查科科
长杨军汉发了一条求助短信。原
来，小雪通过自身努力考取了宁夏
大学，但学费无从着落，走投无路
时她想到了曾经给自己写过信的缉
私警察叔叔们。

获悉情况后，宁波海关缉私局
迅速发起爱心助学活动，募集善款
近 3万元。他们设立了专门的捐款
账户，先期汇款 6000 元以解决小
雪第一学年的学费，并写信祝贺她
考上大学，让她安心读书，不用担
心大学学费。此后四年间，宁波海
关缉私局派出差办案的民警两次前
往宁夏看望小雪。

这么多年来，原来侦办这个案
件的很多缉私警察因工作调整而调
离岗位，但在交接的时候，大家都
会和继任的同事说起小雪，将爱的
接力棒传下去。2017年6月，为解
决小雪大学第三年的学费问题，宁
波海关缉私局再次募集了 7000 余
元爱心款。

爱心接力跨越2000公里

十年援手守护“大学梦”

10多公斤重的车子一天要搬200辆次

公共自行车搬运工烈日护出行

烈日下，应秀宝正在忙着下架
公共自行车。（孙佳丽 赵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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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往身上喷水降温。

◀金丝猴在风扇前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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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崔引摄自宁波雅戈尔动物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