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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邵滢 通讯员岑俞贝） 近
日，慈溪市周巷镇海江村村民王素
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丈夫姚坚强，
来到海塘中心横路边散步。自从台
风“利奇马”影响我市后，他俩
还是第一次到这里享受户外浪漫
时光。“中午，我准备做清蒸小
白蟹、豆瓣夜开花番茄汤，到时
你饭多吃一碗！”听到妻子提前

“发布”菜单，姚坚强高兴地点了
点头。

一提到王素芬，海江村许多村
民会竖起大拇指。17 年来，她精
心照顾瘫痪丈夫，用自己的坚强
和执着诠释了“中国式爱情”，被
街坊四邻称赞为“有情有义的好
妻子”。“面对困难，阿芬没有退
缩。给阿强准备一日三餐、端茶递

水，洗头擦身，成了她每天雷打不
动的‘必修课’。这些年，我们看
在眼里，感动在心里！”村干部罗
红战说。

2002 年，姚坚强突患多发性

肌炎，全身逐渐无法动弹，直至瘫
痪在床。面对飞来横祸，王素芬坚
守在丈夫身边，事无巨细悉心照
料。然而，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时，2008年，她的女儿又被查出患

血液疾病，让这个经济拮据的农村
家庭雪上加霜。“当时，女儿的手术
费 要 10 万 元 左 右 ， 我 急 得 团 团
转。”王素芬说，后来，亲朋好友见
状及时伸出援手，帮她渡过了难关。

“大家那么支持我，我不能倒
下，必须撑起这个家。”从那时
起，王素芬每天早上五六点便起
床，先安顿好丈夫女儿，再去附
近工厂上班。“阿芬把家里打理
得井井有条，还上班挣钱养家。
这 么 好 的 老 婆 ， 打 着 灯 笼 也 难
找。”村民卢宝清告诉记者，现
在王素芬丈夫的身体基本没有其
他疾病，心态非常乐观，女儿也已
经结婚生子。

17 年来，王素芬及其家人谱
写了一段风雨同舟的人间佳话。

“我们家全靠素芬一个人操持。平
时，好菜她都留给我和女儿吃，
自己不舍得吃。”姚坚强说，“素
芬是个有情有义、了不起的好女
人，她让我对未来的幸福生活充
满了期待。”

好妻子17年精心照顾瘫痪丈夫

王素芬为姚坚强按摩腿部肌肉。 （岑俞贝 陈章升 摄）

“没有洗干净的牛奶盒，被候
车的乘客丢进其他垃圾桶时，我
应不应该去劝阻？”最近，陈霞娜
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

“乘客们在吃完早餐后，经常
会产生牛奶盒之类的垃圾。按照
我的知识储备，清洗干净的牛奶
盒属于可回收物。但是公交车站
往往不具备清洗的条件，那乘客
们是否就能心安理得将牛奶盒扔
到其他垃圾里面？”

无 独 有 偶 ， 记 者 乘 坐 地 铁
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场景。实在
吃不下的面包理应扔到厨余垃圾
桶内，但往往地铁、公交车站等
公共场所并不设厨余垃圾桶，甚
至有些宾馆、写字楼只设置了其
他垃圾桶，那么是否就能将食物
丢进其他垃圾桶？

积极创造条件，拒
绝“理所当然”

吃不完的食物没处扔，受污

染的可回收物没处清洗……由于
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将垃圾按照
规定方式清理，并将其丢到最合
适的场所，这种令人为难的场
景，想必很多市民遇到过。对
此，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
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作出了解答。

“由于客观条件受限，以至于
无法将垃圾投放到最为合适的垃
圾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对此
我们表示理解。但是，我们依然
希望市民尽可能地减少公共场所
中厨余垃圾的产生，并为可回收
物的清理创造条件。”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像饮
料瓶、牛奶盒等被污染的可回收
物，如果市民愿意多走几步前往
洗手间清洗，或者带到上班场所
再行处理，那就皆大欢喜了。“当
然，如果实属无奈，将这些垃圾
当作其他垃圾投放也未尝不可。
毕竟，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原本就
属于其他垃圾的范畴。”

不过，这种“宽容处理”仅

仅是条件受限情况下的权宜之
计，而不应该成为市民“偷懒”、
拒绝分类可回收物的借口。市生
活垃圾分类办相关负责人指出，
如 果 小 区 内 的 居 民 以 此 为 由 ，
将本可以在家清理的可回收物

“ 理 所 当 然 ” 地 当 其 他 垃 圾 处
理 ， 这 种 情 况 就 是 不 被 允 许
的。如果情况特别恶劣，负责
桶边督导的志愿者就会对其进行
劝诫，甚至视情况对此类分类不
周的垃圾进行拒收。

虽然在公共场所，客观因素
的限制不可避免，但多走几步，
办法总归是有的。“与其担心没
有垃圾桶时，手中的垃圾无处可
扔，不如一开始就从源头上减少
垃圾的产生。”陈霞娜表示，无
论是地铁还是公交车，推行“无
饮食车厢”已有相当长的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在车站等候时多
一些‘光盘’，少一些丢垃圾时的
纠结”。

公共场所的垃圾桶
规范吗？

为了督促家庭成员开展垃圾
分类，陈霞娜在家里放了 10个垃
圾桶。主次卧室、书房、洗手
间、梳妆台、阳台各放一个，客
厅、厨房里各放两个……在陈霞
娜眼里，这些角角落落里的垃圾
桶，更像是对一家人的鞭策，提
醒他们要让垃圾“对号入座”。

“不得不说，垃圾桶到位后，
家人的分类自觉提高了许多。因
此，我认为，正确、规范而清洁
的垃圾桶对于推行垃圾分类能起
到很大的作用。”陈霞娜说。

红绿蓝黑，垃圾分类。四色
的垃圾桶更像是宁波市生活垃圾
分类气氛的提升者——标志正
确、形象清洁的分类垃圾桶远比
贴在墙上的宣传海报有说服力。
然而，当前我市四色垃圾桶的设
置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前不久，在我市开展的生活
垃圾分类标志全民纠错行动中，
不少标志问题被暴露出来。

据市生活垃圾分类办副主任
余宁介绍，分类标识使用失当的
情况目前在我市普遍存在，主要
集中在分类标识错误、类别颜色
错误、文字表述错误以及细分种
类错误四个方面。

“在鄞州区姚隘路上的一个加
油站，我们在检查时发现其他垃
圾桶的桶身上贴有红色的‘不可
回收’标志，而在慈溪客运中心
站，一组垃圾桶上错将‘其他垃
圾’标成了‘其它垃圾’，且可回
收物颜色也被错标成了黑色。”

记者在走访中还看到，除了
分类标识使用失当外，很多商
超、写字楼和宾馆的地下车库或
电梯间经常出现单个的其他垃圾
桶。这些垃圾桶一般是由原本的
垃圾桶贴上分类标签而来，实际
上却与“垃圾分类”的初衷渐行
渐远。在一家大型超市的地下车
库，环绕一周足足有 10 个垃圾
桶，全是贴上“其他垃圾”标签
的老式垃圾桶，那么“分类”两
字在这里又有何意义？

虽然现阶段，我市生活垃圾
分类的重心主要在居民家庭，但垃
圾分类的整体氛围需要整个社会一
起来营造。确保城市里的每一个垃
圾桶都清洁合规，宁波仍在路上。

条件受限时，垃圾如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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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的垃圾分类

样本家庭：
陈霞娜 （党的十九大代表、

宁波市公交总公司 36 路驾驶员
班组长）

分类感言：这几天有朋友告
诉我，他们小区新进驻了“搭把
手”智能回收平台，想要以此为
契机把垃圾分类做起来。现在，
宁波市垃圾分类的氛围越来越浓
厚，希望我们走出小区，走进公
共场所时，也能像在家里一样，
认认真真处理好每一样垃圾。

见习记者 张凯凯 通讯员 张路 范奕齐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傅华英） 眼下已经到了末伏，
连日来，高温天天霸屏，炎热再
度升级。昨天，市区最高气温达
到 35.5℃。新一周开始，晴好天
气依旧唱主角，不过好消息是高
温势头将有所减弱，雷阵雨也将
时不时上线，为这炎热的夏天消
消火。

甬城已经进入立秋节气。立
秋是一年之中气温由升温向降温
的转折期，此后湿气逐渐减弱，
让人难以忍受的“桑拿天”也会

逐渐减少。但立秋并不是真正秋
天的到来。炎夏的余热未消，处
暑节气也将在 8 月底接踵而来，

“秋老虎”甚至还可能虎视眈眈，
而天气也逐渐转向干热。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10 天，陕西南部、黄淮西部、江
汉、江淮西部、江南、华南北部
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多高温天
气，高温天数有4至8天。西北太
平洋将有1至2个台风生成，可能
影响我国东南部海域。

根据预报，今明两天多云到
阴，有时有阵雨；21日到22日多
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23 日到
25 日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本
周气温较为稳定，最高气温 30℃
至33℃，最低气温24℃至25℃。

本周晴好天气唱主角
高温势头有所减弱

昨天，鄞州白鹤街道周
宿渡社区的志愿者把新购买
的书包、书籍、学习用具等
赠送给即将返乡的“小候
鸟”，希望他们回到家乡后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健康
成长。

（丁安 邱琳雯 摄）

带新书包
回家乡

本报讯 （通讯员俞建明 记
者陈章升）“我今年刚毕业，现在
一家企业工作，非常感恩张忠立
先生的无私帮助。”日前，在慈溪
市爱心壹加壹志愿者协会“忠园
助学”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
上，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毕业
生小陈说。在这个仪式上，37 名
贫困大学生每人收到了 4000元本
学年助学金。

张忠立是慈溪一家民营企业
的董事长，坚持公益助学已有 21
年。截至目前，有上千名学子得
到他的资助，顺利完成学业。“21
年来，我资助学生的钱也算不清
了，一直觉得非常值得。”张忠立
说，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幸福，他
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小陈是一名贫困学生，与爷
爷相依为命。多年前，张忠立得

知小陈情况后，主动与小陈结成
助学对子，给予每学年 2000元的
资助，帮助他读完小学、中学。
后来，小陈考上了大学。那时，
当小陈为学费发愁时，张忠立又
为他送上了“及时雨”。“那笔钱
真是‘雪中送炭’，非常感谢张总
长期来对我的热心资助。”小陈感
激地说。

慈溪市爱心壹加壹志愿者协
会“忠园助学”项目主要服务对
象为慈溪市户口、生活较为贫
困、品学兼优的大中小学生，以
发放助学金与开展相对应的志愿
服务结合模式，对他们进行帮扶
救助。“多年来，‘忠园助学’项
目已经成为协会的一个品牌活
动。许多志愿者被张忠立的爱心
之举所感动，纷纷加入爱心助学
队伍。”协会负责人说。

慈溪一位企业家

21年助千余贫困学子圆梦

费伟华

今 年 暑
期，海曙区
教育局首次

选派 14 名教师“任职”为期 6 周
的社区见习主任。伴随他们的见
习到期，获得了多个社区的感谢
和点赞。据悉，明年，该区这样
的“跨界”锻炼还将继续。

时下，年轻的教师大多是从
家门到校门学习，毕业后再进入
学校教书，生活工作环境相对比较
单一，缺少社会的阅历和经验。然
而教师又是经常和家长打交道的
人，如何学会一定的群众工作经验

和方法，确实很有必要。
笔者以为，海曙区利用暑假期

间让年轻的教师“跨界”锻炼，向基
层取经，在一线炼心，不仅可以使
他们了解社情民意，熟悉居民的生
活及对学校的希望和要求，学习掌
握处理社会复杂矛盾和问题的方
法，有利于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
更好地和家长进行交流和沟通，实
现良性互动，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还能在社会大课堂中砥砺品
格，在基层的大舞台中锤炼本领，
为年轻教师的成长成才奠定基
础。这样的做法值得一试。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年轻教师“跨界”锻炼值得一试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徐华良 应国民）“庄阿姨，我们给
您送午餐来了。”近日，奉化江口居
委会主任蒋孟继与送餐员一起，来
到 87 岁老人庄能娥家，为老人端
上热腾腾的饭菜。

本月初，奉化江口街道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推出全区首个“车轮
食堂”，为老年人上门送餐。当天
的午餐是清蒸鲳鱼、茭白炒肉
丝、豆芽青菜，外加一个番茄蛋
花汤。庄能娥吃得很满意，笑眯
眯地说，自己年老体弱，不会煮
饭烧菜了，现在每天有热乎乎的
可口饭菜送上门，真是享福了。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

工经商，空巢老人逐年增多，特别
是高龄老人，一日三餐成了一大难
题。去年 10 月，江口街道投入 200
多万元，将原来的一幢办公楼装修
改造成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8
月 2 日起，中心推出“车轮食堂”，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去早餐、晚
餐，每人每月收取 300 元饭菜费，
每餐小菜荤素搭配，三菜一汤。

蒋孟继介绍，目前“车轮食堂”
首批服务对象是 19位高龄失智老
人，覆盖9个村以及一个居委会。送
餐员利用电动自行车送餐，一趟下
来要 1个小时左右。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为每位老人配置两套餐具，来
回调换，高温消毒，让老人吃得可
口、安全。

奉化首个“车轮食堂”
在江口温馨上路

昨天上午，小朋友们在参观中国防空博览园。当天，市公交总公司
联合鄞州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展“学防空知识，缅怀革命先
烈”暑期红色教育实践活动。 （徐能 钱霞 摄）

红色教育红色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