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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洪笑然 洪秀芳） 从 18岁生日的
成人礼开始，11 次献血，总量
4300毫升……前天，90后象山女
孩张丹巧再一次做出动人之举：
她填写了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表》，成为今年象山第四个
器官捐献志愿者。

白皙的皮肤，漂亮的瓜子脸，
加上一双热情洋溢的大眼睛。张丹
巧是个典型的江南姑娘，可更让人
们称道的是姑娘拥有一颗金子般
的爱心。一沓鲜红的无偿献血证，
记录着她这些年爱的奉献。

张丹巧出生于 1992年，18岁
那年，她为自己选择了一场特别
的 成 人 礼 —— 无 偿 献 血 200 毫
升；2012 年，在湖州读大学时，
她登记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从此，张丹巧与红十字
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献血志愿
者、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志

愿服务队成员……
张丹巧告诉记者，她最开心

的就是收到县献血办给她发来信
息。“如果捐献的血液输给了需要
的人，献血办是会发信息来的，
每次收到这样的信息，我能开心
一整天。”

张丹巧说，自己能在无偿献
血这条路上坚持这么久，离不开
父亲的支持。

她回忆起自己 18岁第一次献
血，奶奶又心疼又着急，就打电
话给在外地经商的儿子，当着奶
奶，父亲在电话里将她好一顿批

评。可一转身，父亲再度来电，
“刚才是怕奶奶担心，说给她听
的。献血救人是好事，爸爸支持
你！”父亲的支持成了她坚持的最
大动力，这一坚持就是8年。

在她的爱心感染下，身边的朋
友和亲人纷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弟
弟张宇威告诉她，等他满18岁了，也
要送自己一份这么特别的成人礼。

在参加献血志愿服务的过程
中，她结交了一大帮志同道合的
朋友，也渐渐萌生出一个念头，
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在征得家
人的同意后，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这位漂亮姑娘拥有一颗金子般爱心

90后女孩签下器官捐献志愿书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卓璇） 昨天
上午，江北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
到张莉娟家里，把遗体捐献纪念证
书送到她老伴王云清老人手中。

11月 14日清晨，身子极度虚
弱的张莉娟在弥留之际，紧紧握
住了老伴王云清的手：“谢谢你！

难为你了。”轻轻地说完，张莉娟
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按其生前要
求，家人将她的遗体捐献出来用
于医学研究。76 岁的张莉娟是江
北区第5例遗体捐献者。

张莉娟把生死看得很淡，希
望通过遗体捐赠的形式为社会做
点贡献。2016 年的一天，张莉娟

查到了市红十字会的地址，拉上
了老伴一道前往。当时他们来到
市红十字会后，张莉娟先完成了
登 记 ，“ 老 头 ， 你 也 登 记 一 个
吧”，她动员王云清登记。“你愿
意，我也愿意！”在妻子的鼓励
下，王云清也进行了登记。

在子女的眼中，母亲一直是一

个非常热心、宽容的人，总喜欢帮
助别人。

今年 5 月，张莉娟被查出患
有肺腺癌。几经周折，四处奔波
寻医，也没找到好的治疗方法，
她便一直在家进行中药保守治疗
以减轻痛苦。

担心患病后母亲想法会发生
变化，王剑军先后三次问母亲关
于遗体捐献问题。张莉娟总是肯
定地说：“我坚持遗体捐献，你一
定要帮我办好！”

11 月 14 日，经过了半年的病
痛，张莉娟老人永远地离开了她的
亲人。随后，她的遗体被送到宁波
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用于医学研究。

平凡生命的最后绽放
江北76岁老人成为又一例遗体捐献者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朱
韩燕 周煜）“我愿化作一棵树，
一棵开花的树，一半在尘土里安
详，一半在风里飞扬。”这样的诗
意，在昨日成为现实。昨天上午，
位于同泰嘉陵的鄞州区省级树葬示
范点开园，举行了首届集体树葬安
放仪式。

树葬园位于一片开阔的山林平
台，雨后湿润的空气沁人心脾，清
澈的河水从旁边缓缓流过。放眼望
去，桂花林伫立微风中，枝丫上的
黄色丝带随风摇摆。桂花树下，是
约10平方米的绿色草坪，首批4位
逝者的骨灰将安放于此。

“依照父亲生前遗愿，丧事从
简 ， 不 立 墓 碑 ， 实 行 树 葬 或 海
葬。”逝者章根连的大女儿说，她
们四姐妹商定后最终选择树葬来安
放父亲的骨灰，“为地球增绿，为
环保做最后奉献，我想，父亲泉下
有知，一定也能欣慰了”。

作出同样选择的 3位逝者家属
觉得，树葬，就好像以另一种方式
开启一段新的生命旅程。“这样的
安葬方式，很环保，也很温情。”

昨天上午 9时许，一曲舒缓的
音乐响起，安葬仪式开始，家属们
在礼仪人员的指引下，缓缓将亲人
的可降解骨灰坛安放进树下的墓
穴，捧上三把黄土，洒下片片花
瓣。在填土封穴后，覆上草坪。

家属掏出事先写好的卡片和千
纸鹤，挂在树上，风吹来，似乎在
诉说着哀思。在树葬区域的前方，

是一面纪念墙，首批 4位逝者的名
字赫然在列。

同泰嘉陵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他们在树葬区共种植了
20 棵桂花树，每棵树下可安葬 48

位逝者，也就是说这片篮球场大小
的桂花林可安葬960位逝者。

据悉，鄞州区省级树葬示范点
是由区政府投资建设的又一重大
惠民殡葬项目，同泰嘉陵负责承

建和后期维护管理。树葬区目前
面向鄞州区户籍人员提供免费穴
位；同时向全市开放，相关安葬
补贴按照各区出台的生态葬补贴
办法予以受理。

鄞州区省级树葬示范点开园
首批4位逝者长眠桂花树下

树葬现场树葬现场。。 （（崔引崔引 摄摄））

本报讯（钟海雄 张敏） 上方
挂着“非机动车、行人禁止进入隧
道”的电子警示牌，下方却是在隧
道中飞驰的电动车、三轮车。近
日，网友“小镇路过”在中国宁波
网民生 e点通问政平台上发帖痛陈
甬江隧道的交通乱象。

该网友称：为了确保隧道内车
辆的安全通行，甬江隧道上方高悬
相关禁令，但目前的情况是乱象频
发。黄牌货车畅行，电动车违法载
人、超宽超长载物，三轮车也在驶
入。“甬江隧道通行禁令形同虚
设，隧道内如此混行安全堪忧！”

前日中午，记者来到甬江隧道
口（靠近镇宁东路）。在隧道入口上
方，记者看到一块电子显示屏，不断
滚动播放着禁止驶入车辆的种类，
包括非机动车、黄标车等。在隧道入
口处，还放置了一块禁止有关车辆
通行的指示牌。尽管如此，闯禁乱象
依然频发：电动车频频进出隧道，且
带人、载货现象十分普遍；载货三轮
车也是随意进出，无人管理。

针对网友投诉，镇海交警作出
回应：电动车驶入甬江隧道的情况
确实存在。电动车往来甬江隧道的
人员大多是居住地和工作单位分别
在镇海、北仑两地的上班族，而且
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而北仑、
镇海两地通过甬江的交通路径中，
甬江隧道和招宝山大桥都是禁止行
人和非机动车通过的，只有红联渡
口的轮渡是可以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过江的。但渡轮早上 （冬时早班 5
点 30 分，夏时早班 5 点，晚上 10
点后，渡轮就没有了。） 即使非人
流高峰，也是 1小时一渡，落渡了
就要等一小时左右。还有，红联渡
口过渡是要收费的。公交车晚上 6
点半后也停了。有些打工族，经常
上夜班，又打不起“的士”，所以
对他们来说，骑电动车过隧道是最
便捷的交通方式了。因为甬江隧道

两端连接的都是北仑、镇海两地的
交通要道，交通便利，加上禁止黄
牌货车通行，很多电动车车主在心
理上放松了警惕，即使知道禁止非
机动车通行也会冲卡通行，给管理
工作带来了困难。

镇海交警还称，针对该情况，路
政部门已在甬江隧道内新增设了照
明设施，安装了测速仪对车辆进行
限速通行，并严格落实“四个严禁”，
即严禁黄牌货车通行，严禁电动车
违法载人，严禁电动车超宽超长载
物，严禁三轮电动车驶入，以确保隧
道内车辆的通行安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四个严
禁”还是形同虚设。

“执法不应该有灰色地带。既然
写了禁止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就
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网友“riyaoo”
表示。还有网友认为：“执法必须严
格！但如果此处真的有非常大的通
行需求，就应该重新组织调整，制定
新的交通管理方案。”记者将对此继
续跟踪。

甬江隧道通行禁令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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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童晓海） 温情执法暖人心。象
山石浦交警中队民警徐崇明在执
法期间，主动帮违法骑行人捡起
散落一地的花生米，顿时拉近了
双方的心理距离……昨天上午，
记者从象山交警处了解了这桩暖
心事。

当天下午 4 时许，冷风中飘
着雨丝。徐崇明在石浦沿海南线
昌国路段开展“三小车”专项整
治行动时，发现一名中年女子骑
着电动车驶入机动车道，就将她
拦下。

面对教育，该女子起初默不
作声，但一听说要暂扣车，她有
点急了。交谈中，徐崇明得知她
是附近一工地的烧饭阿姨，刚买
好菜载着大包小包准备赶回去煮
饭。

由于女子未停稳电动车，车
上载货又多，其中一包花生米的
袋口突然开了，花生米撒落一
地。徐崇明见状，立即蹲下身帮
她一粒粒捡起来，并放回袋里。
女子似乎很诧异老徐的举动，频
频抬头望他。

此时，徐崇明趁热打铁，耐
心为女子讲解违法行为的危害：

“机动车道车来车往，你小小一辆
电动车抢什么道，他们是‘铁包

肉’，而你是‘肉包铁’，没出事
只是一时幸运……”女子听着听
着，慢慢低下了头。

徐崇明又批评了女子骑车反
穿衣、载货过多等行为，并苦口
婆心表示：“教育、处罚，并不是
为难你，而是为了让你提高交通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减少
出事的概率。这是我们交警的职
责。”“好的，我理解，以后我一
定会遵守交通规则！”最终，她坦
然接受了暂扣车辆的处罚。

天色渐晚，女子急着赶回工
地为工友们烧饭，而她随车携带
的菜又多。为了不耽误其工作，
徐崇明和同伴商量后，开车将她
送回了工地。

交警帮捡花生米
温暖了违法骑行人的心

徐崇明帮忙捡花生米。
（童晓海 沈孙晖 摄）

本报讯 （记者王佳 通讯员
梅薇） 记者昨日从市民政局获
悉，下月起，浙江省将实现内地
居民补领婚姻登记证全省通办。

“今后，全省内地居民补领结
婚证或离婚证，不需要再跑回省
内原登记机关所在地，就近在省
内任何一家婚姻登记处申请。”市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
意味着，今后，常住宁波工作、
原婚姻登记在省内其他地区办理
的内地居民，如果不慎遗失婚姻
登记证要补领的，可在宁波就近
一家婚姻登记处申请。

据介绍，符合补领婚姻登记
证申请条件的，下列三种情形之
一的当事人可实现省内跨区域办

理：一方或双方常住户口在本省
的内地居民；部队驻地、入伍前
常住户口在本省或另一方常住户
口在本省的现役军人；双方目前
常住户口均不在本省的内地居
民，原婚姻登记在本省婚姻登记
机关办理的。

当事人可登录省民政厅门户
网站、市民政局门户网站进入“婚
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或浙江政务
服务网进行网上预约。在补领婚姻
登记证时，若所需原始婚姻登记档
案证明材料在省内异地的，也可事
先通过“浙江档案服务网”、就近档
案馆或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异地查
档”，不必再回原登记机关所在地
查询档案，减少来回奔波。

目前，全省内地居民结婚登
记和离婚登记，涉外国人、涉港
澳台居民、华侨的结婚登记、离
婚登记和补领婚姻登记证均不实
行省内跨区域办理。

补领婚姻登记证可全省通办

本报讯 （记者张正伟） 美丽
海滩、千年古城、丰富的热带动
植物……斯里兰卡是许多市民心
仪的旅游目的地。昨天下午，斯
里兰卡旅游局来甬举办旅游推介
会，现场宣布，宁波市民今后去
斯里兰卡旅游，将可获得中文语
音智能导游等一系列便捷服务。

宁波市民目前主要经由上海、
香港飞往斯里兰卡，全程7.5小时。

“电子签证在线操作24小时内即可
完成。”斯里兰卡驻上海总领事拉
克士塔·若特纳亚克说，未来有望

开通宁波至斯里兰卡的直飞航班。
此外，斯里兰卡非常重视线

上旅游服务。此次来甬，斯里兰
卡旅游局特别推出“go 兰卡”微
信小程序，预计在一个月后正式
投入使用。“斯里兰卡旅游景点大
部分在电子地图上有标记，英语
基础弱的中国游客可以轻松通过
手机操作获取信息服务。”现场的
斯里兰卡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
今后宁波市民前往斯里兰卡旅
游，可在景点自动获得中文语音
讲解、线路规划导航等服务。

市民游斯里兰卡将更便捷

秉 声

有 人 的
地方就有江
湖，江湖离

不开吃喝，吃喝之后免不了拉
撒。人类文明的进步史，伴随的
是如厕变革的进化史。

这些年来，无论城市还是乡
村，公厕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脏乱
差现象不见了，美观清洁舒适的公
厕随处可见。这得力于政府的重视
整治，保洁人员的辛苦付出，也与
民众的素质提升息息相关。

今年 11 月 19日，是第6个世
界厕所日，宁波市环卫部门做了个
探索性试验，选择3座人流量相对
较大的公厕，让保洁员“离岗”一
小时，看看公厕使用环境会有哪些
变化。测试结果可谓喜忧参半。

令人感动的是参与“离岗”
试验保洁员的一句话，“能休息当

然好，不过心里还是不踏实，我
们这里上厕所的人特别多。”质朴
的语言既凸显敬业精神，体现对
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又源自宁波
市严苛的环卫公厕保洁标准。

小窗口展示大文明，一个城市
的容貌如何，公厕占了重要一环。
既然硬件设施大幅提升，保洁人员
也爱岗敬业，那么，这个小窗口美
不美观，就取决于如厕者了。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这
个“向前”不单单是男性小便时体
位尽量靠近小便器，而是思维的向
前、行为的向前。公厕是小家，卫
生靠大家。把公厕当成自个儿温馨
的家，不文明行为自会消失殆尽，
诸多问题也便迎刃而解。

公厕卫生不应成为文明步伐
的掣肘，文明社会需要每个人点
滴营造。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公厕卫生
不应成为文明步伐的掣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