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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郁
诗怡） 年底已近，寒假不远，不少
爸爸妈妈已经开始操心起孩子在假
期里的托管事项。不过，在有些企
业，职工们压根儿不用操心这件
事。因为企业工会早就张罗着提供
贴心到家的爱心托管服务。记者昨
日从市总工会获悉，由市总工会女
职工委员会命名的首批 14 个职工
子女“爱心托管班”出炉，今后对

职工子女的“爱心托管”有望延伸
到更多企业。

宁波梦神床垫机械有限公司
职工子女托管班是首批“爱心托
管班”中的一家。公司工会负责
人邹淑静说，托管班已办了整整 6
年。每年寒暑假，他们都会腾出
活动厅作为职工子女托管场所，
并请来专门的老师设计课程表，
除了为孩子们辅导功课，还给孩

子们上国画入门、创意手工等课
程。今年暑期，有 58 名“梦神”
的职工子女报名参加了托管班。方
太集团的职工子女托管班同样入围
首批“爱心托管班”。在托管班
里，孩子们不但享有专门的厨师，
甚至还有外教上门授课。“考虑到
孩子们和成人饮食结构的不同，我
们安排专人为参加托管班的孩子配
制和烹调营养餐，并为他们开辟出
专门的饮食区域。”方太集团工会
周主席告诉记者。据悉，托管班里
的瑜伽、魔方等课程受到孩子们喜
爱。

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负责人
说，假期里孩子无人照看是不少双

职工家庭的烦恼，从今年起，总工
会女职委着力推行多方共同参与的
职工子女假期托管服务，在倡导单
位内部办起职工子女假期托管班的
同时，还开始探索街道社区办职工
子女假期托管班、单位与附近街道
社区或第三方社会服务机构联合开
办托管班等模式，帮助职工解决子
女托管的后顾之忧。“‘爱心托管
班’既可以解决双职工家庭现实困
难，又能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让
职工在企业中享受到家庭的温暖。
明年，我们将加强引导，争取在全
市范围内建立 100个示范性职工子
女‘爱心托管班’。”市总工会有关
负责人表示。

工会首批“爱心托管班”出炉
明年全市有望建起100个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北仑
记者站虞海波 通讯员廖俊利）
从12月15日开始，位于北仑城区
岷山路上的精灵酒吧开始免费向
附近上班的环卫工人提供一个月
的早餐。这一善举，到今年已经
是第四年。昨天早上，央视 《新
闻直播间》 播出北仑爱心商家黄
小琴的暖心故事。

每天早上，当环卫工走进精
灵酒吧，一股包子和米粥的香味
扑面而来。刚出锅的年糕汤和大
米粥，还有热气腾腾的包子和馒
头，不仅慰藉饥肠辘辘的“城市
美容师”，更为他们带去了寒冬里
的温暖。

在 北 仑 生 活 十 几 年 的 黄 小
琴，此前开过饭店，做过早餐生
意，现在经营着一家酒吧，酒吧
从下午 6 点营业到第二天凌晨 2
点。免费提供早餐，对黄小琴的
工作时间而言，并非易事。

谈及何以会萌生为环卫工人

送免费早餐的想法，黄小琴的回
答很朴素。2015 年，作为新碶街
道巾帼志愿者，黄小琴多次参加
为环卫工人送温暖的活动，当时
触动很大。“我开过早餐店，有做
早餐的经验。环卫工人凌晨就开
始工作，冬天天气这么冷，如果

能让他们吃上一顿热乎乎的早
餐，一定可以暖和一点。”

2015 年 12 月 15 日，是黄小
琴和她丈夫第一次做免费早餐的
日子。此前，他们购置了蒸笼、
煤气灶、锅碗等用具，做起了包
子、馒头。那一天的凌晨5点至7

点，酒吧陆续接待了 40多位环卫
工人用餐。“看着环卫工人吃得热
乎，我自己也觉得心里暖暖的。”
黄小琴说。

去年元旦，黄小琴的丈夫要
回老家，这让黄小琴发起了愁：
以往馒头、包子都是他们手工制
作，缺了人手，就没法正常提供
早餐。她把自己的担忧发到了朋
友圈，没想到热心的朋友纷纷来
帮忙，甚至放假回家的儿子也每
天凌晨起床一起忙活。元旦假期
三天顺利度过。

酒吧有不少外国朋友光顾，
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大家得知
此事后，一再鼓励黄小琴要坚持
下去，还时不时买来水果，给环
卫工人“加餐”。

来自安徽的环卫工人李宏安
今年 64 岁，来北仑工作已经 12
年。他对酒吧老板的义举赞不绝
口：“这么好的商家，自己不休
息给我们免费做早餐，太难得
了！”

“我的家人、朋友、客人都以
不同的方式在支持着我，这让我
很受鼓励。”黄小琴表示，在能力
范围之内，自己会继续坚持下去。

连续4个寒冬为环卫工送上免费早餐
北仑商家黄小琴的爱心故事昨登上央视

环卫工人正在酒吧里吃早餐。 （范晓磊 厉晓杭 摄）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董美巧） 菱形格子，软软的海
绵，紫黑的面料……昨日早上，
382 路、383 路、391 路等线路的
乘客发现，他们乘坐的公交车座
椅“穿”上了“小棉袄”——铺
上了坐垫，舒适多了。这些坐垫
由镇海区的志愿者亲手缝制，讲
述的是一个爱心接力的故事。

5 年前一个冬日早晨，一位
80 多岁的老大爷坐上了公交 391
路。因早班车空座很多，老大爷
慢悠悠地找了个空位，但他刚坐
下就猛地站了起来。老大爷的这
一动作，被司机盛爱丰从后视镜
看到，他询问后得知老人觉得公
交车的塑料座椅太凉，宁愿站着
也不坐。塑料座椅便于清理，适
合公共使用，但对冬天坐车的老
人来说，有时候会太冷。这件事
情后，盛爱丰每年都会做一些爱

心坐垫，并亲手安装到公交车座
椅上，让老年乘客在乘车时能够

舒适一些。
盛爱丰是镇海区志愿者协会

的会员，协会的志愿者决定一起
为更多老人送上温暖。前段时
间，镇海区 10 多名志愿者利用
下班时间和休息日，亲手缝制了
300 个坐垫。“刚开始大家的手工
不是很熟练，有的队员常常做到
晚 上 12 点 才 休 息 。 现 在 熟 悉
了，从裁布到制作完成，也就 20
多分钟。”协会负责人秦红波介
绍。

“真是太贴心了，现在车内虽
然有空调，但没坐垫，坐上去毕
竟还是有点冷，尤其是早晚。”乘
客王大伯家住汶溪村，经常乘坐
383 路公交车，他告诉记者，他
几乎天天坐 383 路公交车，从始
发站到终点站，现在有了这个坐
垫，感觉特别暖心。“有了坐垫，
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市民李女
士感慨地说，坐垫虽小，但温暖
人心，回家后她也准备利用旧衣
物给公交车缝制爱心坐垫。

在志愿者行动的时候，社会
上一些爱心企业也加入了送温暖
行列。这批坐垫的材料都是由镇
海众泰金属制品厂提供的，而宁
波瑞丽洗涤公司则承担了坐垫的
清洗工作。

一位老大爷在公交车上宁可站着也不愿坐“冷板凳”

他的举动，成就一场温暖接力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马蝶翼） 15 日晚上 9 点多，一辆
120 救护车急速驶入市妇儿医院，
车上一名 2岁小女孩哭闹不止，一
旁坐着的孩子母亲和奶奶一脸焦
急。

孩子被送入抢救室。医生从孩
子母亲处了解到，一个小时前孩子
突然焦躁不安起来，哭闹不止。不
仅如此，还惊厥，不到一个小时惊

厥了三次。
好好的怎么突然惊厥了？在医

生的追问下，孩子母亲说，家里有
大人洗澡，不知怎么的晕倒了，已
有两人被 120送往医院。后来孩子
开始哭闹了。“洗澡、晕倒。”简单
的两个词，立马让医生联想到一氧
化碳中毒。经过检查，果不其然，
血化验结果显示女孩已是轻度中
毒。

谁知，还没等医生忙完，又有
一辆车赶到，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小
孩，一个 5 岁，一个出生才 29 天。
孩子也是哭闹不止，焦躁不安，其
中 5岁男孩一直发抖，疑是一氧化

碳中毒。令医生惊讶的是，前后两
拨人竟然是一大家子。

在救治过程中，医生发现 3位
大人情况也不对劲。“像发烧一
样，3 人脸通红，并且伴有头晕，
应该也是一氧化碳中毒。我们劝她
们赶紧去检查一下。”在医生的劝
说下，3人随后进行了医治。

“每年冬天都会遇到这样的
事，但像这样一家 8口人中毒，其
中孩子还未满月的比较少见。”急
诊室周护士长告诉记者，幸好经过
救治大人孩子均已脱险。

一氧化碳中毒就是人们常说的
“煤气中毒”，医院每年都会收治这

类患者，入冬后尤其高发。比较常
见的是居民在密闭空间内使用燃气
及煤炭取暖，或使用燃气热水器不
当引起的。

医生提醒市民：在冬季取暖时
要提高安全意识，在使用木炭、煤
球等取暖时，切忌门窗紧闭，一定
要开门、开窗通风，防止一氧化碳
中毒。家中是管道燃气以及燃气热
水器的，也要经常检查管道是否漏
气，避免安全隐患。另外，一旦出
现头晕、耳鸣、恶心、呕吐、心悸
及全身无力等不适症状，应迅速转
移至通风处呼吸新鲜空气，并及时
到附近医院诊治。

因洗澡一家8人中毒 所幸救治及时均脱险

志愿者送上亲手缝制的坐垫。 （张燕 董美巧 摄）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孙律 唐海位） 看见车内遗落
的皮包，有人起贪念欲占为己
有，好在被司机当场喝止，2 万
余元失款最终完璧归赵。回想起
几天前找回失款的一幕，奉化的
邬大妈感激地说：“驾驶员责任心
强，拾金不昧，好样的！”

13 日上午 9 点多，邬大妈买
完菜后，从银行取了一笔钱，在
城基路站乘上了 210 路公交车。
到锦溪小区站下车时，她只顾拿
菜篮子，结果把装钱的黑色单肩
背包落在车上。

公交车很快抵达西溪村终点
站。这时，车上 3 名乘客都看到
了这只留在座位上的皮包。司机
王永明说，其中有 2 名乘客提醒
了他，但另外一名中年男子不声
不响地走过去，把包拿起，想占
为己有。

“不是你的东西，别想拿走，

公交车上都有监控！”王永明立即
大声喝止。该男子见状，缩回了
手，满脸羞愧地下了车。

王 师 傅 发 现 包 里 有 不 少 现
金，赶紧向车队长和公司报告，
并将失物交到了公交东站调度
室。调度员毛亚霞和王师傅一起
打开皮包清点，发现里面除了银
行卡、医保卡、身份证等外，还
有一只信封，里面装着 20100 元
现金。两人还发现了一张发票，
通过上面的电话号码，几经周
转，最后联系上了失主邬大妈的
儿子骆先生。

接到儿子的电话后，邬大妈
才发现皮包不见了，心急如焚。
原来这 2 万余元是大妈的女儿用
作公司周转资金的。当天上午 11
点许，邬大妈的家人来到公交东
站调度室，领回了皮包，并当场
抽出 2000元钱以示感谢，被王师
傅婉言谢绝了。

司机喝止“不义之手”
车上2万元失款归还原主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林苏 叶宽宽） 每到岁末年
初，象山都会出现机动车扎堆年
检，导致车主等待时间过长。为
此，该县车辆检测站经过研究测
试，于近日推出车辆年检微信预
约服务。该预约系统程序操作方
便，2分钟即可办妥预约手续。

据介绍，象山的车主只需通
过手机微信搜索“象山车辆检
测”微信公众号，进入操作页
面，点击“车辆管理”添加车辆
信息，再进入“年检预约”界面

填写好相关信息，选择合适的时
间段后，便可成功预约。

公众号上还可以查看预约流
程、检测流程、年检资料、注意
事项等信息，同时提供车辆“违
章查询”服务，便于车主在车辆
检测前处理好交通违章。另外由
于场地原因，微信预约车辆目前
仅对小型汽油车开放。

据悉，该预约系统投用后，
象山已有不少车主选择预约进行
车辆年检，随到随测，不到半小
时即可完成所有检测项目。

象山推出
车辆年检微信预约服务
2分钟即可办妥预约手续

鄞州东柳街道安居社区“银辉”志愿者服务队近日成立。该服务队
由平均年龄 65 岁的退休人员组成，他们将在社区开展义诊、法律援
助、维修服务、助老等志愿服务活动，每月集中1次开展活动。

（丁安 方波静 摄）

“银辉”志愿者展示夕阳红

刘洪

为 推 动
我市中心城

区社会公厕在设施设备、环境卫
生、服务质量上的整体改善，市
城管环卫部门开展了市中心城区
年度“十佳”和“十差”社会公
厕评选。

日常生活中，部门和单位对
工作进行总结评比分出优劣，好
的表扬，差的批评，这是最常见
的事，而对公厕进行评比还是新
鲜事。公厕建得怎么样，是否让
群众满意，由市民来评选，让群
众说了算，此举值得称道。

小小厕所，看似不起眼，却
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公厕管
理得好坏，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群
众的生活质量，从另一个侧面也
反映了这个城市的文明素养。干
净整洁的公厕，给人带来的是愉
悦和舒适，而脏乱差的公厕，则

让人望而却步，甚至进去以后就
想立刻逃离。

俗话说，小厕所，大民生。
把厕所建好管好，看似一件小
事，却能给群众带来大大的方
便。宁波市对公厕进行评比，表
面上看是对公厕问题的重视，实质
上是对民生的重视，体现了对民生
事无巨细的关注。可以想见，那些
被评上“十佳”的公厕，一定会锦上
添花，而对于那些被评上“十差”的
公厕，无疑是给管理单位敲响了一
次警钟，以评促改，从而促进公
厕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最终得到实惠的还是群众。

从公厕评选引申开去，无论
是城市文明建设，还是民生改
善，都要从细微处着手，从每个
市民最关心、最不方便之处考
虑，从困扰民生的日常琐事、闹
心事做起，文明程度才能体现，
民生情怀才能彰显。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公厕评选”事小意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