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陈结生） 昨天傍
晚，记者来到鄞州区东裕社区林金
良的家中，他的老婆陈良飞正在为
婆婆擦拭身体。老人叫王阿英，今
年87岁了。

陈良飞告诉记者，婆婆丧偶之
后就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8 年
前，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老年性痴
呆），从此就再也不认得亲人了，
还经常在家门口走失。更不幸的
是，6 年前王阿英摔倒后卧床不
起，因为丈夫林金良是中北爱心出
租车队队长，平时除开出租车外，
还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只有晚上回
家时才能照顾老母亲，善良的陈良
飞看在眼里、愁在心里。她与丈夫
商量后，毅然辞去银苑大酒店的工
作，回家专职照顾婆婆。

最脏最辛苦的是换尿片，一天
最少六次，往往是陈良飞刚刚洗好
衣被进屋一看，婆婆大小便又失禁

了，她只好再一次换下沾满污秽的
衣被，重新清洗一遍。“如果不马
上换掉，老人的身上就会长疮，到
时候就麻烦了。”陈良飞说。

因为老人牙齿全无，且不会自
己吃饭。为保证老人的营养，陈良

飞通常是一碗饭，里面加上绿色蔬
菜、鸡蛋、猪肉、鱼等，用打碎机
打碎成粥状后再给婆婆喂食。

陈良飞一边说，一边给婆婆喂
起了饭。“照顾婆婆虽然很辛苦，
但我还是要坚持，让婆婆有生之年

过好每一天。其实，孝敬婆婆也是
我当儿媳的本分，只有尽了孝道，
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陈良飞说，
孝敬婆婆是很平常的事，有人说她
做的事情超越了当儿媳的责任，她
不这样认为，她从结婚那天起，就
改口喊婆婆为妈，在她心里，婆婆
就是妈，她就是婆婆的女儿。

林金良热心公益事业，在外做
好事出了名，曾被评为“2016 年
度浙江省道路运输行业最美人物”

“2017 年度海曙区优秀志愿者”等
荣誉称号。谈及卧床多年的老母亲
时，这名身材高大、一脸憨厚的
中年男子眼眶略有湿润：“妈妈虽
然 不 认 识 我 了 ， 但 常 会 对 着 我
笑，说明她生活得很开心，这是作
为儿子最大的欣慰。但我的这份欣
慰，完全是好妻子陈良飞无悔的付
出换来的。”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陈
良飞却是婆婆久病床前不离不弃的
一位好媳妇。6年来，她一直无微
不至、无怨无悔地侍奉着瘫痪在床
的婆婆，用孝和爱撑起几经风雨的
家，诠释着人间最美的真情。

久病床前有孝媳
陈良飞6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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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 星期一
海曙 高桥镇:立森新材料、永升红木、爱柯迪

(8:30—16：00)
12月26日 星期三
江北 洪塘街道胜丰经合社 （8:30-15:30） 慈城

镇江北供水分公司 （8:00-15:50）
增加：
12月17日 星期一
江北 甬江街道邬隘村一带，孔浦包装制品彩印

厂、轨道交通3号线 （08:30-10:00）
杭州湾新区 金林纺织 (9:00-15:00)
12月19日 星期三
杭州湾新区 慈航光伏 (9:00-15:00)滨海大道

3#路灯变 (8:45-16:30)
12月20日 星期四
杭州湾新区 海南村部分地区、富北村部分地

区、祥权轴承厂、华顺塑胶容器、富胜五金配件厂、
宁波新生代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大地多孔砖建材
厂 (13:00-16:00)

12月21日 星期五
海曙 高桥镇:江诺 （9:30-17:00） 金基塑业、宁

波三寅衣架、百梁桥山马堰 3号公变、惠江桥头石 5
号公变 （8:00-15:30）

杭州湾新区 慈溪市环龙钢结构有限公司、三洋
村部分地区(12:30-16:30)

12月22日 星期六
12月23日 星期日
杭州湾新区 庆华泡塑厂、恒耐自动化科技、慈溪

市诚心洁具有限公司、实捷模具、宁波杭州湾新区佳云
塑料制品厂、宇兴电器、江南五金厂、创鑫车辆部件、
新之源洁具厂、天贝车业有限公司、恒耐自动化科技、
风之纸包装、全盛壳体、展盛模具、慈溪市庵东镇光阳
热处理厂、慈溪市大昌阀门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
彼尼旺工贸有限公司、路灯变、江南村部分地区、慈溪
市慈晟塑胶有限公司、慈溪柯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颖
锋紧固件厂、慈溪市欧博特电子有限公司、慈溪市朝阳
机械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品沐洁具厂、慈溪市飞
羚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圆翔汽车配件厂、慈
溪市跨海织造有限公司、慈溪市杭州湾精密铸造有限公
司、宁波杭州湾新区仰毅金属制品厂、宁波杭州湾新区
岳英塑料加工厂、慈溪市登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第二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00-11:00）

取消：
12月18日 星期二
海曙 望童北苑部分用户 （9:00-16:00）
12月19日 星期三
海曙 莲桥第部分用户 （9:00-16:00）
12月20日 星期四
海曙 集士港镇:路灯1号箱变 （9:00-16:00）
12月21日 星期五
海曙 崔岙老村 2 号公变、崔岙 5 号公变 （9:00-

12:30） 密岩1号公变 （10:00-13:30）
宁波电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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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飞正在喂婆婆吃饭。 （陈结生 摄）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随着冷空气南下，天气
逐渐好转，久违的太阳昨天终于
露脸，市区最高气温 9.1℃。新
的一周，甬城在晴好中开场，大
部分地区进入回温模式。不过阳
光明媚的日子很短暂，本周后
期，阴雨又将回归。

天空放晴之后，通常早晨辐射
降温效应加剧，气温较低迷，而白天
气温则快速回升。南方湿冷的感觉
将会明显减轻，体感舒适许多。根据
预报，今明两天，甬城将迎来晴好天
气，19 日多云夜里转阴，20 日到 25
日阴雨为主。最低气温17日到19日
0℃至 4℃，其余时段 6℃至 8℃；最
高气温 12℃至 16℃。此外，今天中
午前，我市沿海海面有 8 级西北大
风，18日山区最低气温 0℃以下，有
薄冰，请大家注意防范。

阴雨过后阳光回归
本周后期仍多阴雨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陈葛泉成） 七塔寺周边区域整体
形象要大变了。12 月 13 日，鄞
州区 2018 年重点工程项目——
百丈街道七塔寺周边地块征收启
动签约工作。项目东至彩虹北
路，南至百丈路，西至七塔寺，
北至箕漕街 38 弄，共涉及被征
收户 228 户，其中非住宅 9 户，
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

记者从现场看到，征收区块
位于七塔寺东侧，大部分是底层
为商铺的多层住宅。当天上午，
被征收户郑师傅早早完成了签
约，他告诉记者，自己在这里有
套 73 平方米的住宅，征收后打
算置换位于陈婆渡的安置房。

“根据补偿政策，我可以换两套小
面积住宅，这下儿子的房子也有
了。”他乐呵呵地说。

在该项目启动签约两天前，同
属百丈街道的宁舟巷地块二期项目
也启动了签约，涉及被征收户 113
户，建筑面积 1.55 万平方米。“多
数被征收户选择货币安置，方便自
主找房。”征收工作人员说。

据悉，今年街道启动的两个征
收项目，均位于宁波市中心城区，
且在百丈路、百丈东路等主干道
边。由于建成时间较早，这些房
屋巷道狭窄，基础设施配套不完
善，房屋普遍面临老化问题。此
次拆除工作将极大促进宁波核心
区形象改善。

七塔寺周边区块要大变样
百丈街道两个拆迁项目相继启动签约工作

徐曙光

近日，某
地组织党员干

部在为困难群众送温暖过程中，
随行带了好几名宣传人员，他们
一走进贫困户家中，慰问品一
放，又是采访又是录像，弄得贫
困户很不自然，加之情绪一紧张
不知说什么好。

岁末将临，又到了一年一度
访贫问苦送温暖的时候，值得注
意的是，我们少数上级部门在下
基层送温暖过程中形式大于实
效，有时送的慰问品不值几个
钱，场面却弄得很大，又是宣传
又是报道，搞得轰轰烈烈的。这

样的场面使一些贫困户感到很不适
应。再说，有的贫困户平时本来就
因为生活贫困在左邻右舍或村子里
感觉低人一等，还要让他们对着镜
头说这说那，所以心里不太愿意，
更不想在电视报刊上抛头露面。

笔者认为，除了一个地方的主
要领导送温暖有示范效应外，其他
的送温暖不妨悄悄送，下去访贫问
苦送温暖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多顾及
困难群众的内心感受，尽量做到轻
车简从，尽量压缩和减少送温暖的
人员和队伍，少张扬，多务实，从
而为广大困难群众和帮扶对象送去
实实在在的慰问和帮助。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温暖不妨悄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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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冯罗鑫 赖丹丹） 假币大家都不陌
生，但如果是有着“真实”的冠字
号，甚至是有凹凸质感的呢？日
前，慈溪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特大
假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6名，并
收缴了一套变造币工具。警方提醒
市民，鉴别真假币要“一看、二
摸、三听、四测”。

今年 7月中旬，慈溪有市民收
到了一张百元假币，其中半边是真
币，半边是假币。这样一张变造币

（即将真币和假币二合一） 若不是
细心辨别，很容易误认为是真钞。
更绝的是，这张变造币的冠字号是
准确且真实存在的。与此同时，银
行方面陆续收到的 7张第五版百元
假币也是如此。

警方随后介入调查，发现这 8
张假币的“真钞版”是通过白沙路
街道某银行的 ATM 机取走的，取
款人是江西籍的黄某某。更可疑的
是，他在 ATM 操作时曾多次存取
挑选，确保所取人民币都是最新的
第五版百元大钞。

根据这一线索，警方深入调
查，两个多月后，锁定了一个遍及
宁波、温州、台州等地的制销假币
犯罪团伙。多地警方联手抓捕，慈
溪公安则在温州和我市江北区抓获
5名犯罪嫌疑人。

据悉，这 5人中，周某和涂某
不仅对外流通假币，还自行制造变
造币。在抓捕现场，民警当场收缴
一套涂某配备的制作变造币的“美
妆”工具——一把梳子、一把尺
子、一块砂皮、一把锉刀再加一个
自制小钢管。

“不少伪造币比较平整，很容
易被识别。涂某为了让真假币二合
一处不留破绽，就利用工具在重点

部位打造‘凹凸感’。”办案民警
说，5 人到案后警方又进行了深
挖，锁定了“上家”孙某，并在安
徽省钓到了这条“大鱼”，当场查
获近23万元假币。

目前，6 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
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伪造、变造、出
售、购买、持有、使用假币，干扰
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扰乱了国家
金融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行为。市民
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警惕，认真鉴
别，在进行现金交易时，要“一
看、二摸、三听、四测”：靠肉眼
仔细观察钞票的颜色、图案、花
纹等外观情况；依靠手指触摸钞
票的感觉来分辨人民币的真假；
根据抖动钞票发出的声音来辨别
人民币的真伪；借助仪器或简单
工具，如放大镜、紫外线灯光等
观察防伪特征。

慈溪公安破获一起特大假币案
警方提醒：鉴别真假要“一看、二摸、三听、四测”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王羽雯） 今年以来，儿童坠落事件
时有发生。类似的险情近日又在鄞
州出现了，危急时刻，两名辅警不
顾个人安危，合作爬窗将趴在窗口
哭喊的女童救下。

12月12日下午4点，鄞州钟公庙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金庭家园有
个小女孩趴在窗口哭喊，十分危险！”
据悉，女童是趴在 4楼的窗户边，窗
户没有防盗窗，随时有可能坠落。

派出所民警和辅警立即出动，
刚进小区，老远就听到孩子撕心裂
肺的哭喊声。情况紧急，他们立即
赶去事发房子，敲门无人应答。时
间不容再拖了，在民警准备破门而
入时，辅警董磊和陈坚在 4楼半的
位置，有了新发现——这户人家的
厕所窗户开着。

为了救下孩子，他们毫不犹豫
地选择在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的情况
下爬窗。年纪偏大的陈坚拉着董磊

的一只手，作为最基本的安全保
障；而身手灵活的董磊则抓着外墙
上凸出来的地方，慢慢爬进卫生间
……终于，紧张得满头大汗的董磊
顺利进入屋内，抱下了趴在窗口的
孩子。

不久后，女童的奶奶从外面回
来了。原来奶奶刚才出门买菜去
了，女童见奶奶不在就开始哭闹，
后来趴在窗口哭喊。还好董磊他们
及时救助，才让孩子化险为夷。

危急时刻，辅警爬窗救下哭喊女童

本报讯（记者张昊） 宁波第
三届品质社区 20 强名单日前出
炉，这些提名社区的生活环境如
何，居民们的真实感受又是怎样
的？最近，市民巡访员进行第二轮
实地观察，对入围 20强的品质社
区提名社区进行了实地走访。

每到一个社区，巡访员都对
社区方方面面展开明察暗访，模
拟场景拨打社区服务电话，对社
区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同时对
居民进行随机问卷调查，让不同
层面的居民来给社区打分，体现
居民对社区最真实的感受。

老小区硬件条件先天不足，
不过巡访员发现很多“品质范”
的老小区绿化环境清新怡人，文
明创建的宣传氛围非常浓厚，宠
物便桶、垃圾袋等设施一应俱
全。停车难是老小区通病，但海
曙有些社区通过停车位改造让老

小区停车有序。居民普遍反映社区
活动丰富多彩，社区工作实打实，
还有的社区专门为老年人提供一日
三餐送上门的邻里餐厅，晨练的文
艺团队有自己的队伍和场地，给小
区加装电梯方便老年居民，开设手
工坊为下岗居民提供再就业机会，
便民服务中心门口摆放宠物临时寄
放点。住在这样的小区，居民普遍
反映幸福指数高。

市民巡访员表示，硬件并不是
决定品质社区的关键，更重要的是
社区文明创建如何去创新，给居民
带去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才是

“品质社区”这个称号背后真正的
品质。

据悉，接下来将进入社区品论
环节，举办“社区品论”——宁波
市品质社区现场展示评议，最终决
出本届 10 个品质社区和 10 个提名
奖。

市民巡访员实地走访品质社区提名社区

20强社区，
居民幸福感如何

“这个是去年做的,这个是今年10月份做的……”近日，在海曙区西
门街道龙柏社区的一间不到 20平方米的小屋里，陈昌华指着柜子里的
一个个战舰模型，介绍着它们的故事。今年 72岁的陈昌华对传统文化
和民间艺术情有独钟，退休近20年，一直醉心于工艺船模的制作。

（刘波 吴乔璐 摄）

七旬老人痴情战舰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