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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徐展新 孙佳丽
通讯员 蒋 慧

“小朋友，我教你怎么玩这个
玩具！要一边从衣服里掏出来，一
边大喊，走过南，闯过北，从来没
有怕过谁！”昨天上午 9 点，一位
自称“铝秀才”的手艺人在宁波市
春节年货展销会的摊位前手舞足蹈
地展示着自己的作品——一把纯手
工制作的玩具手枪。围观的孩子们
好奇地把玩着这把造型奇特的手
枪，笑得满脸通红。

今年的宁波年货展已经“30
周岁”了。除了特色食品、干果炒
货、蔬菜肉禽和“虾兵蟹将”，展
会组委会还在不断创新，继续扩大
台湾食品展区，设置了对口帮扶展
区，并首次大规模引入非遗技艺传
承人，现场展示、售卖。

“铝秀才”的手工铝制玩具很
受孩子们欢迎，而陪他们来的大人
则更关注旁边摊位的糖葫芦、糖
画、龙凤字和剪纸，一边认真观察
手艺人的制作过程，一边聊着自己
童年的故事，将狭长的展区围得满

满当当。“过去几十年，年货展一
直以纯粹的商品买卖为主。这一
次，我们想添加一些文化元素，让
这场展会成为唤醒回忆、传承文化
的平台。”国际会展中心发展部经
理张德夫告诉记者，“为此，我们
还邀请了一批小记者来采访，让他
们近距离接触、了解传统文化和非
遗技艺。”

虽然天气寒冷，但年货展的购
物氛围依旧火爆。组委会将开展时
间提前了半小时，却依旧满足不了
市民“早起赶集”的热情。为了创
造一个安全、和谐的购物环境，市
场监管部门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检
查电子秤 654台，责令停止使用作
弊秤并予以没收，同时抽检 70 批
次食品，发现不合格食品后第一时
间撤柜、销毁并督促举办方取消参
展商资格。

“从招商环节开始，我们就对
食品来源和渠道、广告宣传的标语
和内容进行严格审核。此外，我们
还率先将展会纳入公益食品安全责
任险范畴，整体投保由中国人寿财
产保险等五家保险公司组成的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共保体联保。一旦发
生食品安全事故，可凭展销会的购
物凭证和医疗机构证明，由保险机

构快速启动理赔，确保消费者权益
得到充分保障。”鄞州区新城市场
监管所所长蔡艳峰表示。

文化元素增光彩 市场监督守底线

“30周岁”的年货展更精彩更安全

非遗展区前，手艺人向逛展市民赠送剪纸作品。 （徐展新 摄）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宁海
县 委 报 道 组蒋攀 通 讯 员谢巧
葵） 在宁海茶院乡毛屿村，杨贻
初夫妇数十年来悉心照料母亲

（婆婆） 等三位老人，用实际行
动为孝老爱亲、勤劳善良作了
最 美 的 诠 释 。 说 起 他 们 的 故
事，附近几个村庄的人都会竖起
大拇指。

杨贻初今年 72 岁，是村里的
一名保洁员。作为儿子，他承担
起照顾 94岁瘫痪母亲的重任，嘘
寒问暖、细心照料；作为女婿，
他坚持 32年照顾寡居的岳母，为

了照料方便，6 年前，他把岳母
接到自己家中，让风烛残年的老
人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作为
妹夫，他把身患残疾的 74岁聋哑
大姨子接来和自己一家同住，细
心照料，如同亲姐姐。

在杨贻初家楼下，有一间不
起眼的小房间，面积不大，但收
拾得干净整洁，透露着温馨。眼
下正是寒冬腊月，杨贻初 93岁高
龄的岳母和大姨子正躺在被窝里
取暖，虽然两位老人行动不便，但
红光满面，精神十足。“我妈和大姨
子都失去了自理能力，为照顾方
便，我在楼下特意设了一个房间。”
杨贻初说着打开了旁边的小柜子，
只见里面放满了各种药品，对这些
药品的功效和用量，老杨牢记在
心，从来没有搞错过。

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忙家务

事，杨贻初和妻子李维娟每天 5
点起床，为三位老人烧早饭，然
后分别送到床前吃好喂好，之后
杨贻初戴起老花镜，小心地把药
片按剂量放在指定的小碟子里，
依次送到三位老人床前。而这只
是夫妻俩每天日常生活的开始。

三位老人的衣食住行，每天
的用药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为
了补贴家用，杨贻初每天安排好
老人后，就推着垃圾车出门清扫
垃圾，妻子李维娟也要去邻村上
班。村里有好多人劝他：“三位
老人照顾起来太累了，会把你们
夫妻拖垮的，想办法送一个或两
个到敬老院去吧。”杨贻初听到
后严词拒绝：老人去敬老院肯定
不如自己照顾得周到，都是自己
的亲人，送谁都舍不得。

杨贻初和李维娟都是再婚。

30 多年前，两人带着各自的孩子
克服困难走到一起。从那时起，
两个家庭变成了其乐融融的一大
家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 5
个孩子情同手足，他们把父母对
三位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呵护
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里。如今
只要有空，大家都会回老家照顾
三位老人。“三位老人的常用药都
是大女儿买的，大儿子去年买来
了热水器，小女儿经常买来新鲜
蔬果和海鲜……”杨贻初欣慰地
说，他做的都是应该的，但孩子
们这么懂事，能够有这一份孝
心，他知足了。

毛屿村妇女主任俞大姐说：
“照顾一位老人，很多人能做到，
但像他俩这么多年坚持照料三位
老人，真是不容易。他们是我们
村里孝老爱亲的‘活教材’。”

数十年悉心照料家中三位老人
宁海一对七旬夫妇孝老爱亲传佳话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张瑶瑶 象山县委报道组陈光
曙） 1 月 15 日，因病住院一周的
象山丹西街道 77 岁孤寡老人袁
昌良终于出院了。赖焕明跑上跑
下，帮他办理好出院手续，送回
家后又为老人里里外外打扫卫
生。

“小赖真是个好人，8 年来多
亏他照顾我！”袁昌良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据悉，他早年因视
神经萎缩，双目几近失明，生活
没有依靠。

袁昌良口中的“小赖”，其实今

年已 60 周岁，系象山县政府接待
办工作人员，下个月即将退休。
2010 年，他多次参加党员干部结
对帮扶弱势群体活动，深知孤寡
老人疾苦。当年，他主动联系丹
西街道后，结对了家住洒水弄的
袁昌良。

赖焕明第一次走进袁昌良家
时，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老
屋低矮破旧，仅 8 平方米大；天
花板是蛇皮袋，脚下是泥地，因
老屋漏水泥泞不堪；老人桌上摆
放的几个馒头已布满霉点……

“您不用担心，以后我会照顾您

的。”赖焕明许下了诺言。
赖焕明在丹城上班，家住西

周，平日早出晚归时间很赶。但
无论多忙，赖焕明都会抽时间到
袁昌良家中陪他聊天、打扫卫
生、洗衣做饭，临走时还不忘塞
些钱给老人，有时一天跑好几趟。

赖焕明的汽车后备厢里长期
搁着一块硬纸板，平时陪袁昌良
出去散步、晒太阳时，给老人当
坐垫用。老屋不漏水了，生活用
品齐全了，房间整洁了……赖焕
明的出现，给袁昌良的生活带来
了巨大改变。

随着年岁渐增，袁昌良这几
年身体大不如前。“我每次上医
院，小赖都开车接送，有次还送
我去宁波市区大医院。在医院做
检查时，他一直贴心搀扶我。”袁
昌良说，虽然年龄差了一轮多，
但他们就像亲兄弟。

去年 9 月，袁昌良居住的洒
水弄要棚改，赖焕明为他申请了
欢乐家园的廉租房。他利用空余
时间跑遍相关业务单位，为老人
办理好水电煤气等手续。如今，
老人已住进敞亮的新房，开始了
新生活。

他是一名即将退休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八载倾情照顾失明老翁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俗话说“小寒大寒，冻
成一团”，昨天，我们迎来二十四
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虽说到了大寒节气，但甬城的气
温并不低。新一周开始，甬城以
晴好天气为主，一扫往日阴霾。

最近一个半月以来，甬城阴
雨天气频繁，阳光稀缺，而经历
了短暂的晴好天气之后，暖湿气
流又冒了头，阴雨天气卷土重
来。好在此次雨水匆匆，从昨天
下午开始，甬城天气逐步转好。

今天，一年一度的春运拉开
大幕，天气也十分给力，南方阴
雨范围将明显缩减，之后阳光逐
步上线，对春运交通有利。根据
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9 天，南
方地区主要降水时段出现在 21日
及 28 日前后。22 日至 26 日，南
方地区将迎来晴好天气。

蓝天白云即将回归，这样的
好天气让人振奋。届时，我市雨
量将由前期的显著偏多逐渐转为
基本接近常年同期。根据预报，
本周除 25日多云到阴外，其余时
段为多云或晴。最低气温 22日到
24 日及 27 日 0℃至零下 1℃，有
薄冰，山区零下 2℃至零下 4℃，
有冰冻，其余时段 1℃至 3℃；最
高气温9℃至13℃。

阴霾远离
本周晴好天气为主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王佩佩 冯旭曙） 足球、书包、
文具、乒乓球拍，谁来接力帮助
完成环卫工子女新年微心愿？1
月 9 日，市城管环卫部门征集了
173 份环卫工子女的新年心愿，
一周多的时间，已被认领了 44
份，目前还剩下52个书包、14个
足球、16 套文具、9 副乒乓球拍
以及各类书籍等 129 份新年微心
愿。

据市城管环卫部门负责人介
绍，环卫工子女的新年心愿一发
布，电话过来询问和微信公众后
台留言的市民、企业不少，心愿
也被他们一个个认领。宁波城市

学院的王老师和她的同事，在报
纸上看到认领微心愿的消息，捐
助了 500 元现金，用于给孩子们
购买学习用品。东论运动中心

（鄞 州 篮 球 馆） 认 领 了 22 只 篮
球，球馆负责人鲍经理表示：“我
们尽微薄之力，给小朋友提供一
些体育用品，希望他们热爱运
动，强健体魄。”

谁能帮剩下的环卫工子女完
成新年心愿？希望更多的市民和
爱心企业伸出援助之手，帮这些
孩子们实现心愿。爱心热线电
话：87190190/87207870。也可通
过关注“宁波市容环卫”（nb-
srhw） 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环卫工子女新年微心愿
还剩129份等您认领

殷莲芬

1 月 17
日，《宁波日

报》 民生版刊登了 《用文明塑造
文明》 一文，笔者赞同其观点，
但还想说上一句：用文明塑造文
明，但文明更是“管”出来的。

长期以来，我们在矫正不文
明行为方面一直有一个误区，就
是一味依赖教育、劝说，一味期
待民众文明意识的觉醒和自觉，
可这么多年下来，尽管作出了很
多的努力，不文明行为依然大量
存在。对不文明行为，我们总不
能客客气气，视而不见，法律的
规定，也不应该只是一纸空文，
而应该是我们行动的准绳和利
器，没有对法律的敬畏，一切文
明成果都会岌岌可危。

许 多 去 过 欧 美 发 达 国 家 的
人，对西方民众的文明素养印象
深刻。发达国家民众这种文明素

养是哪里来的？深入了解就会发
现，这种文明素养是在长期法治
环境下养成的，是靠依法管理

“管”出来的。比如日本，排队
“加塞”会被处以 100 万日元以
下罚款甚至拘留 24 小时；在新
加坡，随地吐痰的初犯者处以
1000 新元、再犯者处以 2000 新
元的罚款，严重的甚至要处以鞭
刑。

西方发达国家“管”出来的
文明，可以给予我们很多的启
示。规范和治理社会不文明行
为，不能单纯依赖于道德教化和
舆论谴责，关键还要给予重罚和
严惩。

重罚之下才有自律。只有运
用法律手段约束，规范市民不文
明行为，才能让不文明者有所敬
畏，有所顾忌；只有形成这样的
鲜明导向，才能让文明的举止始
于自发、成于自觉。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文明更是“管”出来的

连日来，慈溪市税务局观海卫税务所党员志愿者到结对帮扶的观海
卫镇上横街村走访 10余户困难家庭，带去慰问品，送上暖心祝福。图
为党员志愿者向年过八旬的方大爷送上年货。

（胡建华 周益 摄）

送温暖 迎新春

昨天下午，在宁波新
城第一实验学校“新艺+”
学生作品专卖店 （宏泰广
场），孩子们正在制作用于
慈善拍卖的乐器——尤克
里里。当天，为期 7 天的

“新艺+”学生作品慈善售
卖会举行，所得款项将作
为湖南溆浦学生来甬艺术
之旅的经费。

（徐能 屠宁 摄）

慈善售卖
助力艺术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