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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燕 海曙区委
报道组张立 通讯员冯叶） 昨天是
今年春节假期最后一天，许多回家
过年或外出旅游的人们陆续回到宁
波，春运返程高峰到来。

记者在铁路宁波站看到，随着
一辆辆列车抵甬，到达大厅一下子
就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从正月初
四开始，铁路宁波站的到站旅客就
超过发送旅客，初五的到站旅客数
更是达5.5万人次。

昨天 11 时 27 分，从徐州始发
的列车抵甬，不一会出站口就挤
满了旅客。今年 26 岁的吴晓菲来
宁波工作有 2 年了，就职于一家
外贸企业。“今年回家过节，我给
爸妈各买了新手机，希望通过努
力，明年春节可以让爸妈来宁波
过年。”

人群中，不少旅客是“组团”
抵甬。傅师傅就带着老婆、儿子以
及两个侄子一起回宁波，下车后傅
师傅脸上写满了开心。“起初，我
一个人在宁波打工，有点小成就
了，就带着一家人一起来宁波工
作。现在，老家的亲戚也想来宁波
打拼，一大家子在一起干活，也方

便互相照顾。”傅师傅说，去年他
用挣到的钱在老家翻新了房子，感
觉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从市
公路局提供的信息看，免费通行前

6 天，已有超过 314 万辆次的小客
车 享 受 免 费 通 行 ， 占 总 流 量 的
96.7%，尤其是初二、初三两天，
拜完年自驾出游的市民增多，高速
公路上日车流分别为 63.8 万辆次、

66.2万辆次。
记者从市交通局获悉，春节黄

金周 7 天里，全市(除公共交通外)
共完成客运量157.96万人次，同比
增长5.35%。

春运昨迎来返程人潮

7天假期客运量增5.35%

昨日是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我市迎来返程高峰。图为傍晚车辆通过宁波东枢纽收费站。（记者 崔引 摄）

记者 王 岚

昨天是春节长假最后一天。上
午，宁波市政集团的任典坤照常到
单位报到，披上雨衣，开始新一天
的中山路“巡街”工作。对于任典
坤来说，这个春节无休。

任典坤负责的项目，是对中山
路 （海曙段） 进行一体化养管。这
是宁波首次尝试对一条路段实施综
合性养管，即将市政、照明、环
卫、排水、园林、序化等工作全部
交由一家单位负责。作为带头“吃
螃蟹”的项目经理，任典坤暗下决
心：一定要维护好“浙东第一街”
形象，让春节期间的中山路颜值不
掉线。

九点钟，任典坤和几个工作人
员开始了“刷步”模式，边走边查
看中山路的路面、人行道、路灯、
绿化等各种设施与配置，留意道路
是否有坑洞、破损，沿路各种设施
是否完好。看到有乱停车的，及时
劝阻，并耐心告知周边停车场的具
体位置。

“以前保洁、绿化、排水、街
面秩序维护等都是分开管，大家只
盯着自己的工作，如绿化不注意路
面 保 洁 ； 保 洁 不 管 乱 停 车 乱 摆
放……”任典坤说，如今不一样
了，只要是影响到这条路整体功能
与面貌的，他们都要及时发现、制
止、纠正。

十二点，任典坤把中山路海曙
段走了个来回，此时他的微信步数

已经两万多步了。“自从上月中旬
接手中山路项目，我们项目部成员
就没有一个掉出过微信运动排行榜
前十。”任典坤笑称，每天五万步，
正好当锻炼。

下午一点半，稍作休憩的任典
坤又忙碌了起来。他开始整理上午
步行巡察时记录下的各种问题：“这
些都要归整到电脑里，分类管理，
持续追踪改进。”任典坤说，刚接手
中山路养管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
是秩序问题：商户门口乱堆放、市
民用完车辆随意停放、私家车停在
人行道，还有经常会碰到摆地摊
的。“好在有城管执法人员的大力
配合，目前中山路上的这些乱象已
极大改观，我们也轻松了不少。”

谈起这几天最担心啥，任典坤
笑言是乱扔垃圾问题：“好在保洁
很到位，天不亮就已经全部清扫完
成。即使白天偶有垃圾，我们看到
都可以顺手捡起。”

据悉，中山路一体化养管项目
以中山路综合整治范围为界，西起
机场快速干道，东至世纪大道，其
中核心段西起望京路东至中兴路；
南北向以临街建筑底层沿街外墙面
或路口开敞区域的边界 （在无临街
建筑段） 为界线。实行墙对墙、边
到边、全覆盖、无盲区的全区域管
理，将原红线外失管设施全面纳入
养护管理和监管范围。

通过公开招标中标，宁波市市政
集团和宁波市产城生态建设集团将
分别养管中山路海曙段和鄞州段。

浙东第一街 颜值不掉线
——记春节不休的中山路“巡街”人

本报讯（记者王珏 通讯员沈
王紫 王海雁） 一年一度的春节，
既是走亲访友的节日，也是购物消
费的旺季。“旅游热”“电影热”等
现象印证着市民的春节消费方式正
悄然改变。

昨天上午，市民罗先生带着一
大家子人来到镇海新城休闲。“趁
着假期最后一天，一家人看场电
影，完美结束假期。”近年来，看

电影、泡图书馆等“精神娱乐”方
式逐渐成为市民春节休闲方式的

“标配”。据镇海区商务局统计，镇
海区五个大型影院春节期间票房超
300 万 元 ， 较 去 年 同 比 增 长 了
12.5%。全区 21家重点商贸企业实
现销售额 4965.7 万元，同比增长
9.2%。

此外，随着旅游业日益火爆，
区内招宝山旅游风景区和九龙湖风

景区游客量猛增，带旺了周边餐饮
住宿。九龙湖镇秦山村、横溪村等
热门乡村旅游目的地迎来“开门
红”，其中秦山村近百张床位多数
在节前就被游客预订。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货早
已突破传统糖果零食的范畴，面对
琳琅满目的商品，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 开 始 青 睐 添 置 家 电 作 为 “ 年
货”。区域内加贝、欧尚、华润万

家、乐购等 7家超市共实现销售额
2411 万 元 ， 较 去 年 同 比 增 长
5.6%。苏宁电器和国美家电共实现
销售额40.1万元，同比增长5.3%。

“随着市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今年消费市场持续火爆且变化明
显。”镇海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说，信息产品、旅游休闲、文化
娱乐等逐渐成为市民节日消费亮
点。

火了大众餐饮 热了旅游休闲

镇海春节消费市场传统与新潮并存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甬城雨水缠绵，气温低迷，冷到
透心凉。连日来，安徽、江苏、陕
西、湖北、湖南等地遭雨雪侵袭。
冬季接近尾声，可湿冷魔法攻击
效果依旧强悍得让人印象深刻。

根据气象预报，未来一周，
江南、华南、重庆、贵州等地持
续性阴雨，雨量以小到中雨为
主，江南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局

部有大雨。
节后冷暖空气活动频繁，甬城

继续主打多阴雨的天气。根据预
报，今天阴有小雨，山区局部雨夹
雪或雪，明天阴有小雨，未来 6天
阴雨天气持续。气温方面，最低气
温除 13日到 15日 7℃至 8℃，其余
时段 3℃至 5℃；最高气温除 12 日
到 15 日 10℃ 至 12℃ ， 其 余 时 段
6℃至8℃。

气象部门提醒，持续性雨雪天
气将对春运返程造成较大影响，请
公众及时关注所乘航班和车次信
息；自驾返程应关注交通和气象部
门发布的最新信息，提前规划路
线，谨慎驾驶。

节后甬城仍主打湿冷天气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景小芳 汪辰卉） 昨日 11 时 20
分左右，从厦门北出发的D3142
次列车正疾驰前往上海虹桥。突
然，列车上广播紧急呼叫：“13
号车厢有乘客突发疾病，请医务
人员迅速赶往13号车厢！”

带儿子去厦门旅游后回宁
波的医生夫妻俩潘良月、俞建
辉，正在餐车买中饭。听到广
播后，两人迅速起身，叮嘱了一
下 13 岁的儿子，便赶往 13 号车
厢救治。

正赶上过年返程高峰，列车
上人挤人。潘良月夫妇俩心急火
燎穿过一节又一节车厢，赶到
13 号车厢。患者是一名 50 多岁
的男士，只见他耷拉着脑袋，瘫
坐在座位上，双手紧紧按压着腹
部，喊着“肚子痛”，整个人大
汗淋漓，衣服已经湿透了。“医
生，快救救他！”手足无措的家
属一把抓住潘良月的手。

潘良月询问后得知，患者年
前刚刚动过手术，这次是去上海
复诊。幸亏患者家属随身带着住
院单和各项检查单，通过这些单
子，潘良月夫妇初步判断患者是
因为列车上气温高导致中暑。身
边没有任何工具，潘良月急中生
智拿出 1个一元硬币，对着患者

背部开始刮痧。几分钟后，列车员
送来了药箱，潘良月便让患者口服
了十滴水和补盐液。

大约 5 分钟后，患者症状缓
解，不再冒汗，表示自己可以坚持
到目的地上海虹桥站。在再三确定
患者身体状态稳定后，潘良月夫妇
才放心地回头去找儿子。

这一幕被乘警用手机拍摄下来。
据了解，潘良月是西坞街道卫

生院副院长，俞建辉是溪口医院急
诊科副主任。“作为一名医务人员，
遇到有人突发急症及时施救是我们
的职责。”潘良月接受采访时表示。

列车上乘客突然发病
奉化医生夫妇及时救助

廖卫芳

每年
春节后上
班 第 一

天，笔者所在单位就会召集全体
员工开一个“收心会”，会议
上，领导不但就各部门的工作做
具体、详细的部署和安排，而且
也会对上班纪律、效率等做明确
的规定和要求。

据笔者了解，在一些单位
里，往年节后上班很不正常，一
些人还沉浸在“过年状态”中，
不是上班迟到、下班早退，就是

“人在曹营心在汉”。有的人认
为，真正静下心来上班起码也要
等过完元宵节之后。由于一些工
作人员节后上班“心”还没有收
回来，致使有些公共服务窗口办
事拖拉，工作效率低下，甚至出
现前来办事的群众“跑空趟”

“跑多趟”等现象。
其实，春节结束了，就意味着

该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了。而正常
上班，就应该按时上下班，做到不
迟到、不早退，上班时间就应该做
到坚守岗位，认真履行职责，不
折不扣地做好本职工作。同时，
要沉下心来，认真对待前来办事
的群众，既要马上办，更要认真
办，要让群众乘兴而来，满意而
归 ，绝 不 让 群 众“ 跑 空 趟 ”“ 跑 多
趟”。这样做，既能树立政府部门的
形象，又能赢得广大群众的信赖。

节后“收心会”，既是提醒，
更是鞭策。所以，各地各单位和部
门不妨把“收心会”作为春节后上
班的第一个工作会议，把全体干部
职工的“心”先收一收。“心”收
回来了，各项工作才能抓实、抓
细，真正落到实处。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节后上班
不妨先开个“收心会”

身着亮黄雨衣的任典坤边“巡街”边规范单车停放。 （王岚 摄）

潘良月正为患者刮痧。
（图为微信圈转发图）

记者 徐欣
江北区委报道组 张落雁
通讯员 卓璇

春节正值草莓上市。庄桥
街道灵山村的草莓大棚迎来丰
收，前来采摘游玩的游客络绎
不绝。“我们正好放寒假，所以
妈 妈 带 我 们 来 这 儿 边 吃 边 采
摘，太有意思了。”大棚内的小
游客告诉记者。

今年 67 岁的邵师傅是灵山
村草莓大棚棚主之一，已有 16
年的草莓种植经验，和妻子在这
里承包了 4亩地，夏天摘丝瓜冬
天收草莓。邵师傅告诉记者，自

从“采摘草莓乐”火了之后，一到
草莓采摘季节，大棚里的草莓就供
不应求，来灵山的游客更多了。

草莓红了，灵山火了。灵山村
紧靠北山游步道，自然资源丰富。
针对其生态优势，庄桥街道积极引
导灵山村的农民调优产业结构，将
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有
效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近年来，我们街道对辖区内
的各个乡村实行‘一村一策’行
动，着力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同时
丰富农旅产业产品提升村庄总体建
设水平。”庄桥街道农村工作服务
中心副主任罗一对灵山村的未来充
满了信心。

新春庄桥草莓俏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王
佩佩 方伟江）“除夕、正月初一
和初五，都是鞭炮声最集中的时候，
以往每天鞭炮屑就能扫掉好几车，
可今年一天一车都不到。”昨天，负
责江北槐新路和大闸南路路段保洁
的环卫工人方雪良对记者谈起了今
年春节保洁工作的感受：“鞭炮放得
少了，我们环卫工人轻松了许多。”

记者从市环卫处了解到，春节
期间，除返乡探亲环卫工人外，我

市中心城区近八成环卫工人到岗到
位，5700 多名一线环卫工人通过
节日的坚守保障了城市的整洁。环
卫部门还通过增加机扫作业、重点
路段保障、成立应急保洁队伍等举
措做好春节期间的正常保洁和垃圾
收运工作。

据城管环卫部门统计，除夕至
正月初五 6天时间，环卫部门共计
清运生活垃圾 19442 吨，日均约
3240吨，比去年同期总量2万余吨

又有明显下降。“除夕那天很多家
庭年夜饭后图个热闹，烟花爆竹燃
放相对还是比较多。之后几天，很
多宁波人出游，以及环保意识、安
全意识的增强，城市产生垃圾总量
较去年同期又有所下降。”市城管
环卫部门工作人员说，平日里快递
包装、外卖盒等要占生活垃圾很大
一部分，日产生活垃圾在 5000 吨
以上，这几天这些垃圾几乎绝迹，
燃放的烟花爆竹量又大减，使城市

垃圾处理负担小了不少。
郑大姐负责鄞州中心区主干道

保洁，沿线单位、饭店、商户集中，
工作量特别大。“往年过年期间最
怕初五商家迎财神，烟花爆竹垃圾
就够我们收拾半天的。”她说这几
天下雨，本来挺担心烟花爆竹垃圾
很难清理，没想到初五一早上班没
发现多少垃圾。“很多店家估计过
年还没回来，开着的现在也注意环
保不放了吧。”她乐呵呵地说。

“今年我们环卫工人轻松了许多”
中心城区春节垃圾比去年明显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