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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予涵

每年开
学前夕，社
会各界爱心

人士都会伸出援手，慷慨解囊，
为贫困学子捐资助学，为他们插
上梦想的翅膀。应该说，捐资助
学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缓解
了贫困生的经济窘困，帮助他们
实现了求学梦想，温暖了贫困学
子的心。

然而，让人感到不和谐的
是，有些资助往往热衷于搞一番
仪式。捐助者和主办方台上慷慨
激昂讲话，受资助的贫困生一排
排登台接受捐助，被资助代表感
激不已的感恩表白，媒体记者全
程拍摄采访，场面弄得很大，仪
式搞得轰轰烈烈，唯恐埋没了捐

助者的“善举”。
殊不知，于贫困学生而言，

这种仪式性的“关怀”，滋味其实
很难受，自尊心也会受到一定的
伤害。因为贫困也是一种隐私，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
到贫困生站在台上接受资助的复杂
心态。

笔者以为，资助贫困学生虽然
是件好事，但要把好事做好，也需
好好动一番脑筋。捐助如何搞，温
暖如何送，是满足个别捐助者和主
办方的虚荣心，还是顾及受助者的
心理感受，答案不言而喻。在资助
活动中，但愿少些热闹的仪式，让
贫困生有尊严地接受资助，避免方
式方法上的不当给他们带去精神和
心理上的压力。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少些热闹的“仪式性”资助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傅华英） 多云加雷阵雨，这是
近几天甬城天气舞台的标配。昨
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降水，
市区最高气温降至 31℃，带来
了阵阵清凉。

不过民间常说立秋之后还有
“秋老虎”，根据中央气象台预
报，未来 10 天，江汉、江南、
华南及四川盆地东部等地仍有高
温天气。昨天，市气象台发布高

温报告，预计今明两天我市大部分
地区最高气温在 35℃至 37℃，局部
地区 38℃，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
降温工作。

根据预报，今明两天多云，午
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8 日多云
转阴有阵雨，29 日阵雨转多云，
30日到 9月 3日多阵雨天气。气温
方面，28 日前我市最低气温 26℃
至 28℃，最高气温 35℃至 38℃；
29 日起最低气温降到 23℃以下，
最高气温降到30℃上下。

此外，今年第 11 号台风“白
鹿”已于昨天在福建省东山县沿海
登陆。未来 10 天，西北太平洋还
将有一个台风生成，30 日前后将
影响我国东南沿海。

“秋老虎”发力
今起高温回归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邵家艳 陈波） 开学季即将来
临，记者昨日获悉，由江北区公
建中心负责承建的江北区新城外
国语学校小学部项目正式通过竣
工验收。这意味着江北区又一所

崭新的义务教育学校将于 9 月 1 日
正式投入使用。

据介绍，江北区新城外国语学
校小学部项目位于慈城新区，总建
筑面积约2.7万平方米，办学规模为
24个教学班，可容纳学生1080名。

江北新添一所义务教育学校

图为新建成的校区。 （邵家艳 摄）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吴旻 李尧） 乔迁新居是人生一大
喜事，可对家住镇海的小李来说，
却因个人信息被泄露导致房产中介
电话不断，平添了不少烦恼。日
前，镇海区检察院就此向区市场监
管局发送了检察建议书。据悉，这
是我市首例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
为作为公益诉讼对象的案件。

2018年 8月，小李搬进镇海骆
驼街道某小区新房。自此，隔三差
五他就会接到镇海某房产中介公司

的电话，询问是否出售房子。令小
李觉得可怕的是，对方不仅能直接
叫出他的名字，连具体的房号都知
道。而该小区内，与小李有同样遭
遇的业主还有很多。

警方介入后，抓获了该房产中
介公司骆驼分店店长宋某，并顺藤
摸瓜抓获泄露这些信息的“上家”
应某。据宋某交代，2017 年 10 月，
他看到应某发布的出售镇海一些小
区业主信息的广告，为拓宽业务，
他第一次以 150元的价格向购买了

业主信息 3600 余条。之后，宋某
根据信息给业主打电话，并做起了

“二道贩子”，向他人出售手中的业
主信息。据统计，宋某共计买卖公
民个人信息1.5万条。

2019年 6月，宋某因犯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两千元。

随后，镇海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部门介入调查，发现宋某不但自
己非法购买、使用了业主信息，还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分享，公司并没
有采取必要措施对他进行干涉、阻
止。该房产中介公司对宋某收买的
公民个人信息的进一步扩散应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其并未受到
相应的行政处罚。

为从源头杜绝此类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的违法犯罪问题，保护广大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镇海检察院正
式启动行政诉前公益诉讼程序，并
于日前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
察建议书，建议其对非法买卖、泄
露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宁波某房产中
介公司及时依法处理，并加强对辖
区内重点行业的监管，依法查处侵
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镇海区
市场监管局表示将迅速对该房产中
介公司展开调查，并加强对相关行
业的监管。

业主个人信息被泄露

镇海检察院启动公益诉讼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邵家艳 许耀立） 如今，走进白
沙街道的大吉巷小区，在其入口
处，记者发现墙上安了一块崭新
的便民服务信息栏，原来这是街
道与社区为从根源上杜绝楼道

“牛皮癣”顽疾，为这些小广告
们安了“家”。

近日，白沙街道各社区在辖
区开展了小广告清理大行动。大
吉巷小区，楼道内的乱张贴现
象极为严重，虽然经过多次涂
刷，仍屡禁不止。“通过综合考
量，在小区入口处以及小区内
人流聚集处张贴‘民生服务信
息专栏’，通过设置信息栏，让

有张贴需求的单位和个人在对应
栏目里张贴或加盖图章信息，可
能 是 目 前 能 想 到 的 最 好 办 法
了。”大庆社区党委书记张洁静告
诉记者。

记者眼前的这块“民生服务信
息专栏”，是一块长宽约 1 米的长
方形 PVC 板，上面除了社区张贴

的文明倡议书，还有空调维修、管
道疏通、钻孔、家政服务、开锁换
锁等类别的服务栏目。“其实小广
告上的服务项目，有些是居民们实
实在在需要的，专栏就是找了个平
衡点，既不破坏小区居住环境，又
可以让便民服务广告信息随手可
得。”张洁静说。

白沙街道相关科室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街道在小区楼道入口处
加装了监控摄像头，通过 360度无
死角抓拍，对乱张贴现象进行监
督。“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改进便民
信息栏，然后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各
个社区。”

化堵为疏治理“牛皮癣”顽疾

江北白沙给小广告“安家”

本报讯（通讯员吴乔璐 钱
怡丰 记者王佳） 这些天，海曙
区广安养老服务评估中心的康复
师郭素玲、高级护理员马爱卿忙
着“串门”，对望春街道辖区内的
高龄、失能等老年群体开展基本
健康状况、认知能力、睡眼质量
等情况问询和测试。作为康养体
系建设的重要一环，康养评估正
在海曙火热进行。

日前，海曙区被批准为省康
养体系建设试点单位。康养联合
体系，是指以保障高龄、失能半
失能、失智老年人为重点，积极
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

海曙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16.39
万 ， 占 全 区 总 人 口 的 26.03%，
老龄化形势严峻。为促进康复护
理与养老服务进一步融合，海曙
先行以广安养怡院为中心点，在

望春街道辖区开展先期试点。
据介绍，康养体系大致分为评

估、服务、档案记录等环节。其
中，康养服务项目包含推拿、针
灸、PT （偏瘫肢体康复训练、步
态平衡功能训练等）、OT （手功能
训练）、理疗、红外线照射等 10余
项内容。

家住望春街道关爱小区的章绿
茵老人将是受惠者之一。老人今年
70 岁，经过评估员的耐心询问和
引导，初步评估为轻度失能，目前
已建立个人档案进行动态管理。

评估完成后，“康养联合体”
的医护人员将通过评估数据的整理
分析，对不同的老年群体制订有针
对性的、分层次的康复护理方案，
通过定期开展养老服务机构内护理
服务或上门护理服务，实施康养服
务供给。

据悉，下一步，海曙将进一步
探索康养体系建设，在全区推广。

让失能失智老人在家门口康复养老

省康养体系建设
海曙试点启动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
市委报道组邵滢 通讯员胡小
芳）“原以为没人会管，没想到
你们打电话过来，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贴了！”昨天上午，在小
区内非法张贴小广告的刘某经
城管执法队员批评教育后，写
下了保证书。自本月该市开展打

击“小广告”乱张贴等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当地有 28
名非法张贴小广告者被城管“追
呼”查处。

“老旧小区内随意张贴，马
路上随处分发，更有甚者在红绿
灯间隙直接往车窗内投放小广
告 ， 这 些 行 为 损 害 了 城 市 形

象，也扰乱了公共秩序！”慈溪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浒山中队负责人
说，在专项整治行动中，他们不
仅对发现的乱张贴小广告信息登
记造册，还与三大电信运营商建立
工作机制，对非法张贴小广告者电
话“追呼”，督促其及时清除小广
告。

多方联合整治让“城市牛皮
癣”无处遁形。日前，浒山街道网
格员杨巨峰在东门社区发现一个可
疑的陌生男子。杨巨峰尾随观察该
男子一段时间，确定对方是在乱张
贴小广告后，立即拨打城管热线。
接到电话举报后，城管执法队员第
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对该男子的
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对于那些拒绝接受处理，不
及时清理、再次张贴小广告者，
城管执法队员将电话号码移送至
相 关 电 信 运 营 商 ， 予 以 停 机 处
理。”慈溪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说。

慈溪整治城市牛皮癣“放大招”

乱贴小广告将被城管“追呼”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
员陈文铮） 男子酒后昏迷，一同
喝酒的朋友将其送医后竟被诊断
为轻度智障，家属将同饮者告上
法庭要求赔偿。日前，余姚法院
审结该起案件，同饮者被判赔偿
共计约13万元。

事发当天，老杨和黄某、姜
某一同吃饭。其间，三人喝了杨
梅烧酒，老杨喝得醉醺醺的。
酒后，黄某提议去参观新建厂
房，途中走路踉跄的老杨接连
在田埂上和水泥地上摔了两跤，
均为后脑着地，随后老杨在黄某
车中昏睡。

当天晚上，黄某和姜某将老
杨送到宾馆。见人昏昏沉沉的，
宾馆前台服务员建议两人将老杨
送医，如需入住必须有家属陪
同，黄某和姜某嘴上答应了，但
是当天送老杨回房后，两人就离
开了。

第二天早上，宾馆工作人员
查房发现老杨独自一人，且处于
昏迷状态，小便失禁，便立刻联

系上黄某和姜某。两人赶到后，将
老杨送到卫生院，途中两人认为老
杨有好转迹象，没有让医生检查便
带着老杨返回。

当天下午，黄某和姜某见老杨
还未转醒，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赶紧联系上老杨的家人，并将其送
到医院。经鉴定，杨某醉酒后摔伤
造成颅脑器质性损伤，为轻度智能
损害，伤残等级评定为人体损伤八
级伤残。

随后，老杨家属将黄某和姜某
诉至法庭。

余姚法院审理认为黄某和姜
某处置方式欠妥，直至老杨昏迷
的次日下午才同家属送原告到医
院检查，分别应承担15%的赔偿责
任。最终判决黄某、姜某各自赔偿
6.4 万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2250元。

“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成年人，老杨明知自己身体状况
和明知酒精危害性的情况下而不能
控制酒量或轻信能够避免，本人具
有重大过错，对自己的伤残应承担
主要责任。”法官解释，而共同饮
酒人因共同饮酒的先行行为，即产
生对饮酒者注意、照顾等义务。黄
某和姜某没有及时将老杨送医，存
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余姚男子酒后摔成智障
同饮者担责赔偿13万元
法官：没有及时送医救治，处置不当

昨天，天合小区二期大门口一个红色的有害垃圾分类收集箱吸引了居
民的目光。这个垃圾箱分为6层，根据有害垃圾的种类划分废旧灯管、电
池、油漆、杀虫剂、药品等区域。据介绍，这个有害垃圾收集“神器”一
投用，就吸引了数十位居民使用。 （张燕 摄）

有害垃圾收集有害垃圾收集““神器神器””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董
文裕 鄞 州 区 委 报 道 组 杨磊）

“来，大家辛苦了，多吃点”“刘大

姐，我敬您一杯”……8 月 21 日
晚，宁波味道 （和邦店） 一餐厅
内，上百名保洁员、保安师傅欢聚
一堂，共享丰盛晚餐。

他们是和邦大厦的一线员工，
请他们吃饭的，是公司董事长陈常
锡。席间，陈常锡热情地给大家夹
菜、倒酒。

像这样的团圆饭，和邦大厦每
季度都有，加上年夜饭，一年有 5

次。“我们有带薪年休假，工会每
年还安排旅游。”保洁员李琼华
说，“更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在这
里得到了尊重。”

和邦大厦位于鄞州中心城区，
楼内有很多企业在此租房办公。公
司里的保洁员、保安师傅每天都要
和楼里的企业打交道。因此，保洁
员、保安师傅工作开心有幸福感，
也会间接地把这种幸福感传递给楼

里的企业和上班的白领们。
正基于这样的出发点，陈常锡

平时十分关心一线员工的工作生
活，每季度请保洁员、保安师傅吃
饭，只是其中一项。

将心比心，3 年来，逢年过节，
保洁员会主动留守值班；客户汽车
开进大厦，保安会立即提供停车指
导服务……感受到家人般温暖的他
们，同样用行动爱着共同的“家”。

“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尊重”
和邦董事长每季度请保洁保安员工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