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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市城管局市政管
理处几位负责人赶到第一医院，
看望刚刚完成断指接骨手术的市
政 （排水） 管理处职工胡杰。

“胡杰冬夜下水救人，做好事不
留名，第二天还继续上班。他的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所有城管市政
人学习。”市城管局市政管理处
工会主席赖益萍对记者说。

事情还得拉回到几天前。12
月 20日 22时 20分，正在三江六

岸景观分所值夜班的胡杰，突然
看到一个人歪歪扭扭地从杉杉公
园走向江边。“看样子是个醉
汉。”胡杰当即上前查看，走近
时吓了一跳：面前这个人竟全身

“挂”在了护栏上，身子一半悬
空在江面，“我当即把他拖下
来，并让他给家人打个电话，看
他照做了，我也回到值班间，准
备下班。”

可是危险再次发生。当他离
开前习惯性地往江边望时，醉汉
不见了。“想到这人喝醉了酒，
不会走这么快，我立即冲到江
边，发现人已在江里扑腾。”胡
杰 说 ， 值 班 间 距 离 江 岸 约 20
米，他火速冲回值班室，与同事
马孝聪一起找了根绳子去救援。
江中有漩涡，而落水者又是一名

醉汉，绳子一时派不上用场，危急
时刻，胡杰脱下外衣，一头扎进了
冰冷刺骨的江水里。

这时，醉汉离岸边大约 5 米，
全身无力，150 多斤体重全靠胡杰
用手臂从背后勾住他脖子一点一点
往岸边拖。岸上的马孝聪已拨打
110 等救助热线。等待救援时，胡
杰把醉汉牢牢固定在堤岸壁沿上，
并一直鼓励他坚持下去。

22 时 46 分，水上派出所快艇
队等 4 支队伍先后赶到事发现场，
将人员救出。随后，胡杰悄悄回
家。

回到家中，胡杰才发现右手中
指受伤肿了起来，但第二天他依旧
出现在了工作岗位上。24 日晚，
当工作群出现胡杰上报的巡查问题
时，大家有说不出的感动：因为就

在当天，他被确诊手指骨折，下午
刚实施了手术。

记者了解到，现任宁波市市政
照明管理所三江六岸景观分所副所
长的他，业务精湛。他是中共党
员，还是城管义工。台风期、雨涝
期等紧急时刻，他总坚守一线，守
护江堤上灯的安全，及时排除险
情；只要有进社区做志愿服务的机
会，他总是第一个报名；他热心公
益，节假日总会去义务修灯；他的
微信朋友圈里有的全是一件件公益
小事，却唯独没有自己的记录……

胡杰说：“能救人一命，受点
伤值得！”被救者家属到胡杰单位
致谢，表示要承担医药费，也被他
婉拒：“希望得到帮助的人可以以
善报善，传递正能量，这样我们的
社会将越来越好。”

冰冷冬夜，他毫不犹豫下水救人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方舟） 最近
一则“爱心企业收购象山滞销蔬
菜”的消息成了冬日里的一股暖
流。

曾有媒体报道，象山县定塘
镇菜农种植的蔬菜已经大面积成
熟，然而，今年的市场形势却让
菜农们很是揪心。以往 2 元/公
斤的花菜，如今只卖 0.2 元/公
斤，扣除种子、化肥等费用后，
几近亏本。让菜农最难受的不只
是价格，还有销路。眼看着自己
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蔬菜卖不出
去，菜农们每天只能干着急，有
些只能任由蔬菜烂在地里。

消息一出，不少爱心人士和
企业纷纷抢购定塘蔬菜，帮助农
户渡难关。江北的宁波笑哈哈后
勤服务有限公司得知后，很快加
入了爱心队伍。

“看到新闻报道后，我们就
决定上门去收购。”公司部门经
理吕栽芬告诉记者，笑哈哈后勤
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餐饮服务型
公司，平时的蔬菜用量非常大，

“他们需要有人收购，我们正好

需要蔬菜，一举两得。”
这几天，每天早晨 7点，一

辆空的菜篮子车就从江北出发。
“来之前，我们就通过定塘镇农
办，联系上了种植大户，约定这
几天过来收购蔬菜。”吕栽芬和
公司厨师长一路颠簸了近两小时
终于到达定塘镇金牛港村。“不
为别的，就是不忍心看到种植户
一年的劳动成果烂在地里，自己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吕栽芬说。

根据公司厨师长对蔬菜种类
的要求，此次公司向种植户收购
的蔬菜种类分别为花菜、甘蓝和
西兰花。听说蔬菜需求量颇大，
种植大户金国恩赶紧联系农户，
直接到农田里收割了一批新鲜蔬
菜，近 2000 公斤的蔬菜整整齐
齐装满了整个车厢。这一车，金
国恩卖了 1600 元，平均 0.8 元/
公斤。

“第二天这车蔬菜就被送往
了各地食堂，不少厨师长反馈蔬
菜口感很不错。”吕栽芬告诉记
者，本周末他们还计划带上公司
的采购经理一起来，“顺便可以跟
种植户商量一下长期合作的事。”

江北爱心企业接力帮扶象山菜农

图为菜农将蔬菜装上运输车。 （方舟 徐欣 摄）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吴培均） 老小区车棚违规出租住
人,由此导致的电乱拉、水乱接、
气乱用等现象，是小区居民的“大
困扰”和“大隐患”。这个难题如
何破解？鄞州明楼街道进行了探
索。目前，该街道已实现整个辖区
车棚违规出租零住人的目标。

鄞州明楼街道地处中心城区，
80%以上的社区是建于上个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老旧小区，很多老小区
车棚出租现象较普遍。老小区车棚

确权难、房东不配合、弱势群体
多、执法缺乏相应法律依据等难题
始终制约着问题的解决。

今年以来，明楼街道有效整合
资源，通过开展车棚违规出租专项
整治行动，率先向隐患集中且没有
物业管理的徐家社区及居民人员结
构复杂的明北社区“开刀”，并逐
渐推广到全街道。一年来，共集中
整治查处了 330户车棚违规出租住
人情况，累计搬离煤气瓶 205 个、
煤气灶168台、电磁炉102个，“定

时炸弹”一个个拆除。
为精准排摸“死角”，明楼街

道就出租人和承租人家庭情况、整
治工作时间天气及现场易产生的
突发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和协商沟
通，制定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行
动方案。街道累计向车棚违规出
租住人的出租人及承租人发放整
改通知书 660份，同时做好一户一
档并保持实时更新，做到户户底数
清、家家情况明。

同时，明楼街道发动群众参与

聚力攻坚。如在鄞州区先行先试探
索设立“轮值社工岗”，邀请社区
热心居民、在校学生、墙门组长、
志愿者、律师等担任轮值社工，并
建立“轮值社工人才库”。轮值社
工每周 5 人，每人 1 天，每月为一
个任期，同时选定 1名社工骨干作
为导师对其进行“传帮带”，推动
社区车棚出租问题顺利解决。截至
目前，超过 270余名社区普通居民
加入轮值队伍，已解决涉车棚出租
整治中的矛盾纠纷超过60起。

小区居民的安全隐患消除了
鄞州明楼街道老小区车棚违规出租住人实现清零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
王永春） 昨日，余姚四明山镇梨
洲村村民王开余在承包山上发现
了一株破土而出的嫩毛笋。冬天
竟然长出春笋，看到的人都啧啧
称奇!这株毛笋足有半米长，已
长出泥土一大截。

这种笋怎么会在冬天“现
身”？该镇农技人员说，可能是
这株笋发芽早，加上前段时间气
温较为暖和，在温度和湿度的

“配合”下，这株笋以为春天到
了，就“稀里糊涂”地钻了出来。

图为王开余拿着刚挖出来的
春笋。

（王永春 何峰 摄）

怪!
四明山上
冬天长出春笋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从昨天开始，一股强冷
空气开始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
区，此次强冷空气影响范围较
广、持续时间较长，中东部地区
气温将大幅度“跳水”。连日
来，甬城阴雨连绵，阳光难觅影
踪，湿冷模式再次启动，数九寒
天威力显现。

昨天，中央气象台已发布寒

潮蓝色预警。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北方有一

股较强冷空气正在东移南下，预计
今天中午前后开始影响我市，气温
将持续下降，日平均气温过程降温
幅度 7℃至 9℃；29 日到 30 日最低
气 温 降 至 0℃ 至 2℃ 、 山 区 -2℃
至-4℃，有冰冻。今天到 31 日，
我市阴雨天气唱主角，其中 29 日
夜里到 31 日前期平原阴有雨或雨
夹 雪 ， 山 区 阴 有 雨 夹 雪 或 雪 ，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3 日以晴冷天气
为主。此外，今天下午到明天上
午沿海海面有 8 级至 9 级东北大
风，请有关人员注意防范。

强冷空气今起影响甬城
29日夜里起或再迎雨雪

廖卫芳

近日，笔
者在乡下老家

走访时，一位贫困户相告，去年
与其结对的单位没有像往常那样
送温暖时只送些棉被、衣服、大
米、化肥之类的物品，而是给他
送了一个“金点子”，即建议其
承包门前的两亩荒地开发养鱼，
并提供了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如今，他不仅脱了贫，而且还有
了存款。

近年来，每到年底，一些单
位会开展各种各样“送温暖”活
动，有的送慰问金，有的送棉
被、衣服、大米、油等生活必需
品，有的送化肥、农药等物资。
应该说，这些慰问金、生活必需
品和物资，对于贫困户来说，确
实是雪中送炭，可以解决其燃眉
之急。

但据笔者了解，一些单位年

年结对的都是同一家贫困户，而且
年年都要为其送上慰问金、生活必
需品和物资，但这些贫困户依旧年
年贫困，依然没有脱掉贫困的帽
子。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我们
的一些结对单位只顾单纯的送些慰
问金、生活必需品和物资等的“抚
慰式”的“送温暖”，并没有采取
有效办法帮助贫困户脱贫。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其实，我们都知道，贫
困家庭之所以贫困，关键是没有找
到 一 条 脱 贫 致 富 的 新 路 子 。 因
此，笔者以为，如果我们的结对
单位能在送慰问金、生活必需品
和物资的同时，根据其家庭实际
情 况 ， 给 贫 困 户 多 送 些 “ 金 点
子”，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和指导，那么，就能帮助贫困户真
正摘掉贫困的帽子，助其走上致富
奔小康之路。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莫忘给贫困户送些“金点子”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应健） 我市市管桥梁总体健康状
况良好，可确保市民安全出行。
昨天，市城管局市政管理处发布
宁波桥梁“体检”报告：今年

“体检”的外滩大桥、江厦桥等
市管桥梁“健康率”达 99.315%，
安全技术状况均在可控范围内。

今年我市市管桥梁“体检”
覆盖面广，内容丰富，共安排桥
梁常规检测、桥梁结构检测 （特
殊检测）、桥梁水下桩基探摸检
测、通途路高架桥结构定期检测
四 类 检 测 项 目 ， 覆 盖 27 座 大
桥、118座中小桥和80余公里高
架桥，还有近 500 根水下桩基，
是我市历年来市管桥梁检测内容
最全面的一年。

桥梁“体检”与人体体检一
样，也有健康等级评定。评定单
孔跨径大于 100米的桥梁及特殊
结构的桥梁时，分为合格级、不

合格级 2个等级；而其他桥梁则用
A级、B级、C级、D级、E级 5个
等级来评定，分别对应完好、良
好、合格、不合格以及危险。经过
近 7个月紧张工作，上百份“体检
报告”出具。通过这些“体检报
告”，专业人员可以清楚了解每座
大桥的“健康”状况，并针对“疑
难杂症”制定一系列“康复疗程”。

记者了解到，目前检测评定状
况不佳的桥梁，“病症”不严重，
大部分是一些常见病害，唯一一座
不合格级桥梁也是由于一些耐久性
的病害导致评分不高。“不合格桥
梁并不代表是危桥。不是因为结构
损坏被评为不合格级，并不影响车
辆安全通行，但是需要将这些病害
及时修复。”市政专业技术人员
说，目前，“桥梁医生”已为该桥
安排专属“康复疗程”，准备专项
维修，尽快消除结构安全隐患，恢
复桥梁技术状况指标。

我市市管桥梁“体检报告”出炉
总体“健康状况”良好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陈思言 孙佳韵） 朗朗上口的
科学儿歌，浅显易懂的科学知
识，妙趣横生的科学实验……近
日，一本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慈
溪市科协策划的儿童科普读物

《科学唱出来》 面世。该书包含
了生命世界、物质世界和地球宇
宙三大领域的科学知识，涉及的
知识点都依附在 50 首简短押韵
的儿歌中。

《科学唱出来》 作者是慈溪
市桥头镇桥南小学的老师毛君
明，从事科学教育工作已有 18
年。与学生朝夕相处中，他慢慢
摸索小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学习规
律，以及喜欢的学习方式。“单
纯的科学理论对于孩子们来说比
较枯燥，也容易遗忘。”毛君明
说。许多小学生喜欢童话故事、
童谣。在教学中，他经常把教材
中的科学知识融入童话故事和童
谣中，培养学生们学科学的兴

趣，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
为了能让科学知识“唱”出

来，毛君 明 精 心 创 作 了 50 首 儿
歌 ， 运 用 拟 人 、 比 喻 等 修 辞 手
法，将抽象的科学知识具象化。

“儿童科普读物内容要充满童趣，
才能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毛君
明说。

《科学唱出来》 不仅图文并
茂，而且充满了趣味性。毛君明在
该书中设置了“你知道吗？”和

“你会做吗？”两大板块。其中，
“你会做吗？”板块设计了儿歌所对
应的科学小实验。这些实验所需的
材料在生活中比较常见，适合孩子
们就地取材、动手实践。此外，全
书文字还配有拼音，有助于他们独
立阅读。“希望这本 《科学唱出
来》能让孩子们爱上阅读、爱上科
学。”毛君明说。

用儿歌揭秘科学，《科学唱出
来》一经推出便受到许多学生和家
长的欢迎。

科学知识“唱”出来
慈溪一小学老师用儿歌带孩子揭秘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