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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 蛰 一
过，海曙区横

街镇竹山里的春笋就开始悄悄地
冒尖儿了，横街人都称这些笋为

“黄泥拱”。但因市民游客随意挖
笋引起的纠纷实在不少，上周末
已发生3起。

最美人间四月天，尤其是
随着即将到来的清明小长假、

“五一”小长假，国内也正式进
入了旅游旺季，很多人开始计
划着走出家门，走进大自然，
拥抱美好的春天。然而，最近
几天媒体屡屡曝光的旅游不文
明现象，却是给美好的春天添
乱添堵。不管是为了爬到树上
照 相 而 弄 得 枝 断 花 落 的 年 轻
人，还是为了尝鲜在公园大肆
挖野菜的大爷大妈，都因为自

己的不文明行为而给这个美好的
春天“减色”不少。

随着旅游旺季，或者说随着
“全民旅游时代”的到来，作为游
客群体，不但要讲究旅游文明，同
时还要具备规则意识，尊重旅游目
的地居民的财产权，不能肆意侵害
他人的合法财产。不管是地里不起
眼的几棵青菜，还是路边树上挂满
的果实，都是有主之物，没有经过
主人的允许，游客不能觉得不值
钱，或者是主人不要了就去顺手牵
羊。否则，稍有不慎，自己的身份
就可能从游客变成了“小偷”，给
自己招惹麻烦。

所以，游客只有具备规则意
识，尊重他人财产权，才能成为当
地居民欢迎的客人，而不是时时被
人提防的“小偷”。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春游也要有规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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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
朱韩燕 周煜） 昨日，以“来生
愿做一棵树”为主题的鄞州区省
级树葬示范点第二届集体树葬安
放仪式在同泰嘉陵举行。在漫山
苍翠的双峰山溪畔，沐浴着温暖
的阳光，4位树葬者家属送别亲
人。

上午 9点多，在舒缓低沉的
音乐中，仪式正式开始，家属们
在礼仪人员的指引下，缓缓将亲

人的可降解骨灰坛安放进桂花树
下的墓穴，捧上黄土，撒下花
瓣。在填土封穴后，家属们献上
鲜花，拿出事先写满思念的卡片
和千纸鹤系在树上。

没有燃放爆竹，没有焚烧纸
钱，音乐、诗歌与丝带，将这场
生命的告别装点得肃穆而温馨。
在树葬区的前方，是一面纪念
墙，4 位逝者的名字已镌刻其
上。家属们现场拿到了陵园专门

准备的树葬证书，标识了逝者安放
的位置，以作纪念。

“这样的安葬方式，很环保，
很温情。”逝者张玲玲的儿子滑建
青说，母亲生前热爱花草、热爱自
然，现场这首“来生愿做一棵树”
的吟诵，似乎便与母亲牵系在了一
起，“有风，有鸟鸣，都能寄托我
们对母亲的思念”。

树 葬 区 共 种 植 了 20 棵 桂 花
树，每棵树下可安葬 48 位逝者，

共可安葬 960 位逝者。截至目前，
已有 8位逝者选择了这一绿色浪漫
的回归之路。

据悉，鄞州区省级树葬示范点
是由鄞州区政府投资建设的又一
重大惠民殡葬项目，同泰嘉陵负
责承建和后期维护管理。树葬区
目前面向鄞州区户籍人员提供免
费穴位，同时向全市开放，相关
补助具体按照各区出台的惠民殡
葬政策实行。

礼敬生命回归自然

鄞州第二届集体树葬送别4位逝者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
员高鹏）“我们用行善悼念自己
的母亲。”日前，两位女士和她
们的丈夫一起来到市慈善总会，
以母亲董女士的名义，捐赠善款

32600元。
董女士的女儿告诉市慈善总

会工作人员，当天是老母亲去世
后的“七七”，再加上清明节快
到了，他们想用行善的方式悼念

母亲。母亲生前勤俭持家、乐于助
人，邻居家有什么困难，她总会跑
前跑后，尽力提供帮助。母亲过世
后，二女儿就独自来到市慈善总
会，捐出了 3000 元的奠仪，她觉

得这是对母亲最好的纪念。
二女儿回去后，跟姐弟聊起此

事。没想到姐姐、姐夫和弟弟都十
分赞成。大家认为，这样做，如果
老母亲在世肯定会很开心。于是，
他们决定捐出亲戚朋友送来的奠
仪、结余的丧葬费和母亲的医保
结余款，总共 35600元 （包括二女
儿事先捐的 3000 元）。当问及这
笔善款用于哪方面时，大女儿表
示，母亲生前对他人读不起书、看
不起病很同情，这笔钱就用于助
学、助医吧。

这一家子女通过行善悼念母亲
共捐赠善款35600元

昨日上午，海曙区鼓楼
街道志愿者、海曙中心小学
师生及企业青年团员 280余
人相聚明州双英亭，聆听老
同志讲述抗战历史，重温入
队、入团誓词，向烈士敬献
鲜花。

（刘波 沙燚杉 摄）

聆听历史
祭奠先烈

本报讯（记者何峰 余姚市委
报道组谢敏军 通讯员刘旭宝） 两
小时爱心接力，送一个丢失的钱包

“回家”，这个暖心的余姚故事后
面，隐藏着另一个暖心的故事。

“你好，请问汪春良在吗？我
是专门来感谢他的……”4 月 1 日
一大早，余姚市供电局城北供电所
一楼接待室里来了一位 70 岁的老
人，他拿着一封请人代笔的感谢
信，执意要找一名叫“汪春良”的

人。城北供电所配电运维的驾驶员
汪春良闻讯赶到接待室，看到素未
谋面的老人，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他不好意思地说：“大爷，您真的
不用专程过来感谢我。这是我应该
做的，您不用放在心上。”

这位名叫戴培祥的老人是江苏
人，在余姚生活已有十几年，平时
以收废品为生。3月 29日晚上 7点
多，老人突然接到凤山派出所工作
人员的电话，让老人尽快去派出所
认领丢失的钱包。“我一摸口袋就
傻眼了，钱包真的不见了，里面除
了 1000 多元现金，还有身份证、
社保卡等重要证件。”老人回想起
来还心有余悸。

于是，他赶到凤山派出所。
“派出所的民警告诉我，一个叫汪
春良的好心人下午 5点多在浅水湾
小区附近捡到了我的钱包。他怕我
着急，马上把钱包交到凤山街道办
事处。凤山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发现钱包里有相关证件，顾不上吃
晚饭，就立马把钱包交到凤山派出
所，委托他们联系我。”老人说。
两小时的“接力”后，钱包终于

“回家”了，戴培祥非常感动，向
派出所的民警了解“好心人”的联
系方式和工作单位，想上门表示感
谢。

“1000 多元对其他人来说可能
不是一个大数目，但对我来说，却

是一个月的生活费。”戴培祥老人
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每个月的
药费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此次钱包
失而复得，让他感受到余姚这座城
市的温暖。

让大家想不到的是，戴培祥老
人也曾数次为余姚带来温暖。2009
年，在兰墅大桥边，他救过一位
70 岁的落水老伯；2010 年，在武
胜门候江桥边洗衣服时，他救起了
一名落水的小孩；2012 年，在阳
明街道茅家附近收废品时，他又救
起过一名落水儿童，救人过程中左
脚受伤，落下了腿麻的毛病。戴培
祥老人把爱献给他人，如今他也收
获了来自他人的爱。

钱包“回家”背后是爱心接力与循环
十年里他救起过3名落水者，如今他丢了钱包也被好心人归还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孙幸尔） 继“奉化水蜜桃”

“奉化千层饼”之后，奉化又拥
有了第三张城市名片——“奉化
曲毫”。3 月 28 日，经国家知识
产权局商标局审核及 3个月的初
审公告，“奉化曲毫”成功注册
成为我市第 30 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

“奉化曲毫”系绿茶，外形
细嫩挺秀、清香持久，滋味鲜
爽，其产茶史可追溯到 1000 多
年前。如今的“奉化曲毫”不
再 是 一 个 产 自 奉 化 的 茶 叶 品
种，而是由奉化区茶文化促进会
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人的

“致富茶”。
茶农需要向该促进会递交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书，通

过实地考察，符合“奉化曲毫”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使用条件并经许
可才能使用该商标。而未经许可擅
自使用与“奉化曲毫”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将被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值得一提的是，

“奉化曲毫”被许可的生产区域范
围必须是奉化。目前，奉化已有
20余户合作社申请了许可。

“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不
仅能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产
业竞争力，还能促进农业规模、高
回报率地发展。”奉化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商标广告监管科科长郭瑛
说，以“奉化千层饼”为例，自去
年 2月注册成功以来，千层饼的零
售价从每千克 50 元提高到 60 元，
销售额增长了15%，从业人员年收
入也提高了11%。

“奉化曲毫”成功注册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邬静波） 昨天，在宁波第 31
届国际汽车博览会现场，宁波城
市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与服务
专业、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的大
学生在这里上了一堂新鲜的现场
教学课。

“车展现场教学比学校的课
堂更有趣、更真实，还可以积累
经验。本来以为课堂上的教学不
是很有用，但是一到现场发现都
是跟课堂知识融会贯通的。”“现
场教学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

‘汽车文化’这门课，了解现代
汽车的发展状态，让我们更加贴
近汽车销售岗位，收获了汽车销
售实战技巧和一些车展促销的手
段。”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的孙
泽浩等学生感慨道。

学校合作单位腾峰集团人员为
学生们介绍了车展展馆分布情况、岗
位分组情况、各组具体任务、考评细
则和安全注意事项，各品牌负责人分
组为学生们讲解了汽车品牌文化和
现场车型情况，带领学生们在车展服
务和销售岗位进行操作实践。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
告诉记者：“这堂课是专业群平台

‘汽车文化’课程的一个教学单
元，涉及多个汽车品牌和岗位体
验。实战能够更直观地引导学生们
将课堂理论知识活学活用，身处一
线来了解汽车品牌文化，增强专业
获得感。”

现场教学课堂是宁波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探索课堂教学的新模式，
使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紧密结合，
在真实岗位中提升学生们的技能。

这所学院好有创意

教学课堂搬进宁波车展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
上行人欲断魂”。昨天阳光露了
半天脸，下午便羞答答躲进云
层，不见影踪。这是春姑娘“变
脸”的前奏。从昨晚开始，雨水
君又迫不及待上岗了。昨天，宁
波市区最高气温17.5℃，最低气
温 8.3℃。今明两天，受冷空气

影响，气温有所下滑。
本周宁波晴雨交替频繁，周五

与周日天气尚佳，其余时段均有雨
水滋扰。根据预报，随着暖湿气流
增强，今明两天我市将迎来一轮降
水，雨量较明显。5 日阴转多云，6
日多云傍晚前后有短时阵雨，7 日
晴天。今明两天，我市气温在 11℃
到 14℃之间。此后，气温逐日攀升，
最低气温 11℃到 14℃，最高气温
20℃以上，7日甚至可以接近30℃。

气象专家提醒，清明祭扫高峰
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请注意
用火安全。

清明前甬城再迎强降雨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昨天
下午，市教育局与江北区人民
政府签署协议，合作建设惠贞
高级中学 （暂名），为江北区域
优质普高教育资源布局调整迈
出实质性一步。

根据协议，学校选址江北榭
嘉路，位于万达广场西侧，占地
面积 6.22公顷，建设规模为 30班
寄宿制普通高中，力争 2020年开
工，2022 年 6 月前建成并交付使
用，为宁波市教育局直属学校。

据介绍，市教育局将在学校

建设、师资配备、招生政策等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依托惠贞书院的品
牌优势、优质的教育资源、先进的
办学理念，努力把惠贞高级中学打
造成一所“高标准、高起点、现代
化”的优质示范高中。

有关人士指出，在江北区布局
一所高质量的普通高中，必将助推
江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次合
作将进一步推进惠贞高中扩容提
质，对江北乃至全市优质高中资源
扩容和均衡布局，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市将建惠贞高级中学
选址江北榭嘉，30班规模寄宿制普高

本报讯（记者陈飞 通讯员
熊燕燕） 近日，市妇联 2019 年
向社会组织购买“妇女儿童家庭
服务项目”正式签约，全市 19
家社会组织承接了老妇女主任关
爱、区县 （市） 枢纽型女性社会
组织建设、公益红娘工作室扶持
等三大类共 22 个妇女儿童家庭
类服务项目，涉及资金总额 91
万元。

开展向社会组织购买妇女儿
童家庭服务项目，是市妇联进一
步创新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手段
和方法，更加精准有效地满足妇
女儿童家庭实际需要的工作举
措。据了解，这也是继 2016 年
首次探索向社会组织购买妇女儿

童家庭服务以来，市妇联连续第四
年开展这项工作。

今年的购买服务项目推出以
来，吸引了全市 30 家社会组织踊
跃申报。经过公开招标、资质审
查、项目立项评审、公示公告，最
终有 19 家社会组织与市妇联签约
承接项目。本次购买的项目从 4月
1 日开始实施，为期 6 个半月，首
期60%项目资金即将在近日完成拨
付。为使项目规范运作，市妇联
成立了项目评审小组对项目实施
开展绩效评估和监督，并委托宁
波市甬恋妇女儿童服务中心进行
项目的全程运作与管理，与知名
会计师事务所合作进行资金监管
与财务指导。

19家社会组织承接
22个妇女儿童家庭类服务项目

近日，海曙区鼓楼街道总工会在中山社区组织“快乐厨房体验”活
动，来自企业、社区的 30 多名职工在东福园厨师的指导下，学会了

“尖椒牛柳”“青鱼划水”“松子桂鱼”三道特色菜。在现场，大家吃着
自己动手做的菜，满足的笑容挂在脸上。 （刘波 忻之承 摄）

快乐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