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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展新 通讯员 吕洪波

连续数日的寒冷天气，让四
明山区变成一片“雪海”，国网余
姚市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班的全体
成员却顾不上欣赏美景，他们顶
着严寒坚守岗位，分三组连续三
天高强度运转巡检山区线路。然
而，就在昨天中午巡线时，电力
工人们遭遇了一起突发事件。

12时 30分左右，输电运检班
的张岳和同事们刚巡视完 35千伏
梁大余 38G3线 6号塔，在走下山
坡的途中看见公路边的排水沟里
有一位滑倒的老人，张岳赶紧招
呼同事冲下山坡去救人。

此时，老人已被卡在了一米

多深的排水沟中，动弹不得。被
救出后，老人的衣服被刮破，身
上也完全湿透，所幸神志还很清
醒。几经询问之下，张岳才知道
老人叫王茂先，今年 78岁，无儿
女，现住在余姚大岚镇老年人服
务中心。他在去镇上银行取钱的
路上，不慎踩到了路边的冰块，
一下子滑进了排水沟。

确认了老人的情况之后，张
岳准备将他送回大岚镇老年人服
务中心，但老人认为自己的身体
无恙，执意要去镇上取钱。电力
工人们商量之后决定暂缓巡线工
作，先陪同老人去银行取钱，随
后开车将老人送回大岚镇老年人
服务中心，以免路上再出现意外。

电力工人的热心肠，让王茂
先老人连连称赞、感动不已。老
人告诉记者，不慎掉下排水沟
前，他已经走了近一个小时的
路。寒冷的天气和崎岖难行的山

路让他疲惫不堪，如果没人帮
忙，他很难有力气爬出危险区域。

在将老人安排妥当之后，张
岳婉拒了老人拿出的苹果，迅速

赶回山区继续巡线。他和其他电
力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需
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万家
灯火的“守护人”。

巡线路上的“雪中情”
余姚电力工人救起滑落排水沟的78岁老人

电力工人发现老人滑落排水沟，赶紧上前救助。（刘旭宝 徐展新 摄）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邓锦荣 赵庆谷） 雨夜，车辆
冲入了河中，冰冷的河水困住了
父子俩。爸爸不会游泳，周边人
烟 稀 少 ， 两 人 只 能 坐 以 待

“援”。焦虑中，6 岁孩子的“加
油”温暖了这位老爸。最终父子
俩坚持近一个小时，等到了救
援。

这两天，宁波天寒地冻，雨
雪交加。12 月 9 日晚上 10 时多，
消防部门接到报警，称在海曙区高
桥镇何家小学附近，有一辆车冲入
了河里。消防员立即赶往事发点进
行救援，至晚上 10时 30分，终于
找到了被困者。

“被困的是一对父子，坐在
车顶上相互依偎着，当时天还
在下雨，他们全身湿透了，冻
得 够 呛 。” 参 与 救 援 的 消 防 员
说，他们立即利用小船将父子
俩救了上来，并送往医院进行
检查。

孩子父亲刘先生回忆了事发
时的一幕：当晚他从表姐家吃完
满月酒回家，快到家的时候，一
条狗突然蹿了出来，他紧急避
让，结果车辆冲入了没有护栏的
河里。

趁车子没有进水，刘先生第
一时间想打电话报警，但是，手
机掉在车里找不到了。他马上去

拉车门，但是拉不开，还好，车
窗能打开。自己爬出来后，他立
即去救坐在后排的 6 岁儿子，可
还是打不开车门。幸运的是，父
子齐心协力，一个推一个拉，门
被打开了。之后，他高举着儿
子，拼命往车顶爬……

刘先生说，他不会游泳，有
这么大的勇气在水里扑腾，是因
为儿子的话“刺激”了他。儿子
不断鼓励他，给他加油：“爸爸我
相信你能做到，你是最棒的!”

漆黑的夜里，冷雨沁人，父
亲抱着冻得瑟瑟发抖的儿子，坐
在车顶上不断呼救。

平时，这条路上下班经过的

人很多，但是这天下雨，一直没
有人经过。

“儿子，你别怕，我们从河里
出来了，一定能获救的。”

“老爸，我不怕。”
“儿子，你冷吗？”
“老爸，我不冷。”
一开始，刘先生没感觉自己

有多冷，慢慢地，一股寒意直往
身体里钻。他用力搂住儿子，让
他往自己身体里暖和的地方靠。

最终，坚持有了结果，一名
外卖小哥经过此处，听到呼救声
后发现了他们，随后报警。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不会游泳的父亲雨夜驾车坠入冰冷河中，儿子的话让父亲有了坚持的力量

“爸爸我相信你能做到，你是最棒的!”

寒潮来袭，气温骤降。昨天上
午，海曙区月湖街道梅园社区联合
辖区爱心企业，将一批厚实的帽
子、手套和围巾等抗寒保暖用品，
送到社区“日日清”垃圾分类宣传
队志愿者手中。“日日清”垃圾分
类宣传队成立于 2015 年，有志愿
者 40 余人。每天在小区每个垃圾
箱房“站岗”，负责劝导、宣传、
协助居民做好垃圾分类等工作。

“为垃圾分类志愿者送温暖，也是
为垃圾分类项目保驾护航，希望社
区越来越美丽。”梅园社区党委书
记康维亚表示。

图为献爱心现场。
（姚苏桓 陈朝霞 摄）

情暖
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中职与
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培养试点工作是
我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一项重要举措。昨日，记者获悉：
省教育厅发布通知要求做好 2019
中职本科一体化培养试点工作，计
划招生1500名，其中宁波有3个班
共计120名。

今年5月，浙江省教育厅印发
《关于开展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
化培养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
动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人才
培养试点工作。15 所中职学校与
省 内 8 所 本 科 院 校 联 手 培 养 学
生，563 名中职学生通过中考选拔

成为接受七年制中职与应用型本
科一体化人才培养的首批学生。
其中，宁波职教中心和宁波外事
学校均在此列。宁波职教中心推
出的试点专业是数字媒体技术，
前 3 年在该校就读，后 4 年在浙江
科技学院就读，毕业后颁发国家
认证的本科毕业证书。宁波外事
学校试点专业是学前教育，前 3
年在宁波外事学校就读，后 4 年
在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
院学习。

据了解，明年试点范围将进一
步 扩 大 ， 招 生 名 额 增 加 到 1500
名。同时，学前教育、护理等老百

姓需求较大的紧俏专业和涉农类、
非遗文化传承类、民族工艺等特色
专业将予以重点培养。

新增试点中职学校应为国家中
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省

“三名”工程建设学校以及具有特
殊专业需求的中等职业学校。试点
专业优先支持市场需求量大、职业
技能要求较高、培养周期长、适宜
从中职阶段开始培养的专业。要按
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来设计中
本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要根据职
业教育的专业特点和应用型本科教
育的要求，科学合理设计课程体
系。

2019 年全省中职与应用型本
科一体化培养试点计划总数 1500
人 。 在 2018 年 试 点 分 布 基 础
上，原则上每个设区市各增加 1
所 中 职 学 校 1 个 专 业 ， 即 杭 、
甬、温每市 3 个班，其他设区的
市每市 2 个班，义乌市 1 个班，共
计 26 个班，班额 40 名，共计 1040
人。

同时，增加学前教育、护理等
老百姓需求较大的紧俏专业和涉农
类、非遗文化传承类、民族工艺等
特色专业计划约 500 人，由各地、
各有关本科高校申报，省教育厅统
一遴选。

2019年中职本科一体化培养试点“扩围”
明年计划招生1500名，宁波有3个班共计120名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记者昨日从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的医保参
保人员健康体检已近尾声，尚未
领取这份免费体检“福利”的居
民，可要赶紧把这事排上自己的
日程了。

记者了解到，今年参加健康
体检的人员为参加医疗保险的企
业退休人员、60 周岁以上和 6 周
岁以下城乡居民参保人员以及中
小学生 （由学校统一组织），健康
体检工作自3月1日启动以来，截
至 11 月 15 日，已经有 41 万名参
保人员通过电话、现场及网上预

约等渠道进行了体检预约登记和
参检，但仍有一部分参保人员未
参与健康体检。

人社部门工作人员提醒符合
条件的人员，请抓紧时间于 2018
年 12月底前到定点的体检医疗机
构参加体检。

记者了解到，除了在本地的
居民可以就近预约和享受体检
外，一些异地居住的参保人员同
样可享受这一福利。人社部门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凡符合体检条
件异地居住的人员选择异地体检
的，如当地未开展体检费用委托
结报工作的，可把体检发票原件

（必须是自费发票且均为检查化验
项目）、社保卡复印件以及银行卡
复印件（如体检费打入社保卡金融
账户的则不用提供）于 12 月底前
寄往退休所在地的医保经办机构。

参保人员免费体检近尾声
还没领取这份“福利”的要抓紧了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初雪谢幕，新一周寒风
凛冽，阴雨开场。昨天，市区气
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 7℃，最
低气温2.9℃。

刚入冬就下雪，今年宁波的
初雪来得轰轰烈烈，让人有点猝
不及防。不过新一轮冷空气又蓄
势待发。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未来 10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
动仍较为频繁，但势力较前期有
所减弱，我国西北地区及中东部
地区气温仍较常年同期偏低。11
日，受补充冷空气影响，江淮东
部和南部、江南、华南大部、云

南南部有小到中雨；15 日至 16
日，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中东
部地区气温将下降 4℃至 8℃，江
淮、江南北部及西南地区东部有
小雨，局地中雨。

根据预报，本周我市有两次
弱冷空气影响，分别出现在今天
和周末。受其影响，今天和周末
以阴雨天气为主。气温相比历史
同期偏低，且有起伏，最低气温
周三到周五在 5℃以下，其他时
段 6℃ 至 9℃ ， 最 高 气 温 8℃ 至
14℃。此外，今明两天和周日，
我市沿海海面有 8 至 9 级偏北大
风。

气象部门提醒，降雪虽止，
但体感湿冷，大家要注意添衣保
暖。此外，路面湿滑，山区部分
道路可能有道路积冰，市民出行
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本周两头雨中间晴
气温总体缓慢回升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张立 史媛） 近几天连续雨
雪，山区更显阴冷，海曙区章水
镇老年活动中心内却热火朝天，
该镇群星越剧团的演员们在团长
应球的带领下，正在紧张排练。

“春节期间要到山村为父老乡亲演
出，现在每天要练上几个小时，
争取以最佳状态亮相。”应球说。

群星越剧团的演员都是家住
附近的村民，农忙时下田干活，农
闲时到山村“巡演”。该团从 2015
年成立至今，已免费进山送戏 35
场，今年就已为村民演了15场。

今年 65岁的应球从小喜欢唱
越剧、甬剧，是村民们眼中的

“名角”。她说，剧团成立初衷就
是想为乡村增添点文化味，大家
演出没有报酬，也没有其他保
障，全凭对戏曲的一腔热情。如
今参与者已从最初的 10多人，增
加到40多人。

进深山、到偏远乡村送戏是剧
团的常态。“最远去过平均海拔超过
500米的字岩下村，大伙带着装备和
道具，在山路上开车一个小时才到

村里。”应球说，山村里居住者以老
年人为主，非常渴望文化生活。

虽然路途艰辛，但是剧团在
村里演出时，全村的人都会来捧
场，让演员们很有成就感。“演出
场景可以用‘火爆’来形容。”演
员周丽丽说，经常是大家演了一
下午，台下看戏的村民不减反
增，台上的演员们越演越起劲，
一般要加演一个小时，村民们才
会心满意足地离开，等演员们下
山时天都已经黑了。

3 年来，剧团去过蜜岩、杜
岙、朱梅、童皎、字岩下等村，

《梁祝》《胭脂》《珍珠塔》《夜明
珠》《狸猫换太子》等是热演剧目。
有些村子也常来邀请剧团。逢年过
节等喜庆日子，演员们会“不约而
同”地提前空出“档期”，不辞辛苦，
以为乡亲唱戏为荣。

今年 61岁的崔杏球有一副好
嗓子，以前常在麻将桌上消磨时
光，去年被好友推荐进剧团后就

“脱胎换骨”了。“唱戏后才发
现，原来退休后的日子可以这么
快乐充实地过呢。”崔杏球说。

章水农民越剧团
免费送戏下乡整三载

殷莲芬

宁 波 四
中学子有门
必修课：高

二第一学期须上盘山林场劳动一
天。至今，已有1.5万名学生参加
盘山劳动，实施荒山造林420亩。

近年来，在中小学校，围绕
升学的知识教育独尊，让学校为
分数而战，老师为分数而教，学
生为分数而学。凡是考试要考
的，老师就教，学生就学，凡是
对分数有可能带来影响的教育教
学活动便成了多余，劳动教育在
学校自然也就被边缘化了，致使劳
动与技术课程经常被占用，劳动教
育无计划、无考核，忽视了对学生
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的培养。

宁波四中 50年来坚持让每个

学生都参加劳动实践的做法在当
下显得难能可贵，让人眼前一
亮。盘山劳动不仅是宁波四中艰
苦奋斗精神的传承，更是对学生
吃苦耐劳精神的培育，为学生终
身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加强劳动教育是一件大事。
在参与劳动过程中，让学生们感
知劳动的美，提高广大中小学生
的劳动素养，促进他们形成良好
的劳动习惯和积极的劳动态度，
使他们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
丽”的劳动审美观，以劳树德、
以劳增知、以劳强体、以劳育
美，这既是今后生活的需要，也
是未来生存的需要，更是让其生
命更好地发展的需要。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劳动教育
是一种最好的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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