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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委报道组 谢敏军

17 年前，他是一个化工厂的
工人，辛苦却开心；17 年前，她
是一个小包装厂的工人，勤劳而幸
福。然而，一夜之间，他变成了躺
在床上的残疾人，她变成了日夜操
劳的照顾者。他是马梁辉，她是陈
惠卿。这对经历苦难的夫妇，在余
姚市小曹娥镇人和村携手艰难走过
了17个春秋。

17 年前的一天，马梁辉不慎

从一层楼高的梯子上摔下来，当场
不省人事。陈惠卿得到消息后立即
赶到医院，陪在丈夫身边。由于情
况严重，马梁辉进行了 9 次手术，
其中 8 次是脑部，1 次是脊髓。虽
然手术成功保住了性命，但是马梁
辉从此变成了一个无法行走、大小
便失禁、生活无法自理的人。

在医院，陈惠卿照顾丈夫整整
一年，那一年他们的儿子只有 7
岁。丈夫出院后，陈惠卿辞去工
作，一心一意照料马梁辉。病榻上
的马梁辉脾气十分暴躁，他不能接
受自己一个七尺男儿连吃喝拉撒都
不能自理。而每次丈夫发脾气时，
陈惠卿都耐心安慰，没有抱怨。

马梁辉的头部因为手术有了两
个大洞，洞中会分泌出一些液体，

导致他身上会有一股难闻的味道。
如果是外人闻了，可能会有一阵干
呕，而陈惠卿却细心地用棉签将洞
外侧的脏东西清理掉，再给创口涂
上消毒药水，最后用纱布包上。在
做这些护理时，她从来没有露出过
嫌弃的表情。

这样的细腻和体贴，这样的辛
劳和忍耐，17年来从未间断。

为了让丈夫重新站起来，陈惠
卿买了一个助步器，还在家中装了
可以让他扶手行走的设施。刚开
始，马梁辉坚持行走，陈惠卿总是
陪在旁边加油打气。然而，没过多
久，马梁辉不能行走了，体质也弱
了许多，甚至连饭也不怎么想吃。
陈惠卿每天换着菜肴，并坚持鼓励
丈夫。虽然之后马梁辉恢复了许

多，但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行走，他
的下肢变得瘦弱，无法站立。

手术还让马梁辉患上了一种无法
治愈的疾病——癫痫。这种病只能靠长
期吃药控制，别无他法。马梁辉发病的
时间并不固定，有时在早上，有时在晚
上。如果晚上发病，陈惠卿就必须起
床，轻轻地慢慢地拍打丈夫的肩部，
让他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直到症状
消失才能安心睡觉。有一次马梁辉发
病，除了癫痫持续发作之外，还突发
高烧并开始怪叫，陈惠卿从凌晨 2点
多开始一直用湿毛巾为他擦拭身体，
早上又叫来救护车陪丈夫去医院治疗。

今年 3 月，马梁辉离开了人世。
而陈惠卿用 17 年的不离不弃，践行
了爱的诺言。今年，她被评为第二季
度“余姚好人”。

17年不离不弃

“余姚好人”用爱坚守诺言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朱军

备 通讯员洪智勇） 昨天，全市
第三次居民出行入户调查启动。
在为期 4 天的调查中，每晚 6 点
至 10 点，佩戴专门证件的工作
人员将采取入户询问、当场填报
等方式，到被抽中的住户家中开
展调查。调查内容主要为居民当
日 （工作日） 的出行情况，包括
每一次出行的起止点、出发和到
达时间、出行采用的交通方式、
出行目的等。

开展城市交通基础数据调查
工作，是为了科学规划、完善城
市交通系统。此次居民出行调查
是我市历史上的第三次调查。据
悉，我市于 2002 年和 2011 年均

进行了城市居民出行调查，且两
轮居民出行调查均取得了显著成
果，支撑了城市规划、建设的有
序开展。

今年，按照宁波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工作部署，全市将组
织编制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和轨
道线网修编两个专项规划。后
续将开展市域城市铁路建设、
快速路优化完善、城市治堵、
公交都市评估等工作，广泛听
取民声民意是开展一系列工作的
前提和基础。

据了解，本次居民出行调查
范围为全市，共抽取 3 万户家
庭，是宁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一次出行调查。

全市第三次
居民出行入户调查启动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徐琦颖 范思婷） 昨日，类矩形
盾构机“阳明号”经过近 2年掘
进，成功穿越镇海老城，在招宝
山站破土而出，至此，2号线二
期的三个类矩形盾构区间全部贯
通，区间累计长2.2公里。

2 号线一期于 2015 年 9 月 26
日开通，二期起自一期终点清水
浦站，向东南方向串联了临江片
区和镇海老城区，下穿甬江到达
北仑小港片区后止于红联站，全
长 8.48 公里，经过 3.4 公里高架
段后进入地下。二期共设 5座车
站，分别为五里牌站、枫园站、
聪园路站、招宝山站、红联站，
其中五里牌站为高架站。

2 号线二期分两段开通，其
中首通段为清水浦站至聪园路
站，根据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

上轨道交通指挥部对网友的回
复，该首通段计划于 2020 年开
通。

去年底，2 号线二期首通段
清水浦站至聪园路站“洞通”，

“阳明号”类矩形盾构机继续前
进，昨天从招宝山站破土，完成
了它在 2号线的使命，接下来经
保养维护后将运至杭州，参与杭
州地铁 4 号线建设。而 2 号线从
招宝山站至红联站的最后 2.6 公
里隧道，将采用单圆盾构机继续
挖掘。目前，2号线二期首通段
正全面推进机电设备安装及车站
装修施工阶段。

与 普 通 单 圆 盾 构 机 相 比 ，
“阳明号”类矩形盾构机采用双
洞同步掘进，能一次形成双线
隧道，有利于解决镇海老城区
地下空间狭小问题。

2号线二期分两段开通

“阳明号”穿越镇海老城
首通段将于2020年通车

王水成

据 昨 日
《宁 波 日 报》

民生版报道，江北区甬江街道朱
佳苑小区的公共广播系统响起了
多首传统和现代的民乐，为社区
居民欢度中秋节增添了不少节日
氛围。今后，小区居民每天上午
9 点半至 11 点，下午 2 点至 6 点
都能听到悦耳的音乐了。

社区有小喇叭，播放着美妙
的音乐，这在如今的小区中恐还
是少见的，社区小喇叭值得点赞。

一赞小区能传递更多的正能
量。广播传播范围广，传递速
度快，穿透能力强。无论是对
内还是对外广播，这一特点都
是广播的优势。小区里有了广
播宣传，就能传递更多的正能
量，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
有人批评。

二赞小区居民多了一个信息

渠道。小区的事情需要居民周知
的并不少，比如垃圾分类、治
安提醒等。虽然现在不少小区
有微信群、QQ 群，可以随时
通知，但有相当一部分老年居
民不会使用微信、QQ，小区广
播的开通，无疑使社区多了一个
信息渠道，特别有利于老年人信
息获知。

三赞能让小区氛围变得更温
馨更温情。社区小喇叭播放美妙
动听、悦耳的乐曲，谁听了都舒
服舒心。音乐不仅能愉悦人的心
情，还能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昔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
村，无论是小区还是自然村，几
乎都有广播。而今，江北区的一
些社区小喇叭“现身”，相信它
能在新时代发挥出新的作用。

这 样 的 社 区 小 喇 叭 多 多
益善。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
邮箱1871684667@qq.com）

社区小喇叭，当赞！

昨日，海曙区南门街道周江岸社区邀请党的十九大代表陈霞娜讲
授平安出行要点，演示在公交车发生火灾时如何用安全锤砸玻璃窗、
如何利用公交车上的紧急逃生出口进行逃生。 （刘波 王谢雪 摄）

公交车上遇险情怎么做

本报讯 （通讯员高佳胤 蒋
燕 记者王博） 记者昨天从鄞州区
东吴镇了解到一则拾金不昧的暖心
故事。一名山村小学生在公交车上
捡到 1600 元钱，辗转把钱归还失
主。失主非常感动，专程到学校当
面说“谢谢”。

9月11日，东吴镇天童小学迎

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点名要找该
校的一名小学生。原来，当天早上
坐 162路公交车时，该访客一时大
意把 1600 元现金遗落在座位上。
等回想起来时，已经过了一段时
间。他赶紧跑到公交公司询问，才
知道是天童小学的一名小学生捡到
钱后，委托学校老师转交给了公交

车司机。一领回失物，他就赶到学
校，向这名小姑娘表示感谢。

这名拾金不昧的小姑娘是天童
小学六年级学生杨雪梅，聪明活
泼、成绩优秀，还是同学们眼中的

“侠女”。
当天早上，杨雪梅像往常一

样坐公交车上学。途经公交小白

站时，她忽然发现前面的座位上好
像有一叠东西，走近一看，竟然是
一叠百元纸币。“放钱的位子上没有
人，我想失主肯定下车了。我本想
把钱交给司机，但是他在开车，所
以我决定带回学校交给老师。”杨雪
梅说。

当时她数了一下，整整 16张百元
大钞。到学校后第一件事，杨雪梅就把
钱交给了值周老师。值周老师马上联
系公交公司，并把这些钱委托 162 路
公交车司机带回公司保管，等待失主
前来认领。

做了好事，杨雪梅却很低调，谁都
没说。直到失主来到学校时，大家才知
道“侠女”又做了一件好事。

小学生捡到1600元立即上交
失主专门赶到学校当面说“谢谢”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胡黛虹 胡潇迪） 前天中午，象山
盛大的开渔节开船仪式吸引了全国
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观看。在万人鼎
沸中，有一对“相见恨晚”的“老
姐妹”格外开心，这是她们失散
45年之后首次相聚。

“非常感谢爵溪派出所民警小
李，没有他的帮助，我们今生可能
无缘再见了。”来自苏州的 69岁老
人陈慧珍激动地说。

原来，8 月底的一天，爵溪派
出所收到了居住在苏州的陈慧珍寄

来的一封求助信，希望民警帮她寻
找失散多年的爵溪挚友郁彩玉。

“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曾是相识
相知的‘小姐妹’。我们已经 45年
没有联系了，想去找她见见面、叙
叙旧……”信中这样写道。

“这封信字里行间饱含深情，
我们深受感染，希望帮陈阿姨实现
这个心愿。”民警小李告诉记者。

但调查后，小李发现郁彩玉已
于多年前搬离爵溪，而她当时的登
记地是棚户区，现在早已物是人
非。“这么多年爵溪的变化非常

大，陈阿姨信中提及的信息已没
用，我们只能到各个社区开展地毯
式排摸。”小李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天晚上 8
点多，小李几经周折后终于找到了
郁彩玉的妹妹，并联系上其本人。

次日一早，70 岁的郁彩玉来
到派出所，在小李见证下拨通了陈
慧珍留在信中的电话号码。“老人
接通电话那一刻，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经过 45 年时光的沉淀，这份
友谊愈久弥香。”小李用“幸福”
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

原来，陈慧珍当年因工作调动去
了江苏，当时通信条件有限，加上住
址变更，两人就这样失联了，这成为
陈慧珍一直以来的遗憾。

45 年沧海桑田，当年的“小姐
妹”如今已变成“老姐妹”。两人约
定象山开渔节时相聚石浦港畔，一同
观赏开船仪式，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
头一幕。

昨天一大早，两位老人特地把一
面“热情为人民服务，真诚为老人圆
梦”的锦旗送到爵溪派出所，并和小
李一起合影留念。

民警倾力相助

失散45年的“老姐妹”开渔节再相聚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叶佳） 昨日晚上 7点，宁波水产品
批发市场大水产交易区迎来了最热
闹的时候。以带鱼、鲳鱼、小黄
鱼、海鳗为主的渔获品陆续运达，
市民可以尝“透骨新鲜”的海鲜
了。

记者在市场内看到，进场交易
的主要为鲳鱼、带鱼、黄鱼、米鱼
等，前些时间最火的梭子蟹倒不多
见。“全面开渔后，各种海鱼成了

主打品，接下来一段时间都是如
此。”经营户陈全根告诉记者，当
天他们就运来了 11 车海鲜，包括
鲳鱼、带鱼、黄鱼等。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一个夏季
的休养生息，近期捕捞上来的大鱼
数量要比之前多得多，超过 5 公
斤 、 10 公 斤 的 马 鲛 鱼 、 米 鱼 不
少，将近 1公斤的野生大黄鱼也不
再稀罕。不过，数量最多的仍是中
等大小的海鱼，手掌大的鲳鱼、三

指宽的带鱼最为常见。“我下午 5
点就来抢货了，抢了 7箱回去，今
年的品质比往年要好一些。”做了
30多年海鲜零售生意的徐光良说。

据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副总经
理王伟介绍，当晚，大水产交易区
聚集了 250多辆运输车，全天进货
300 多吨，平均批发价同比去年略
有下降，每公斤 25 元左右，但相
比中秋节期间的价格下降了10%至
15%。例如，规格在 200 克至 300

克的小黄鱼每公斤批发价在 90 元左
右，而规格在 400 克至 500 克之前的
带鱼每公斤批发价只需28元。

“冰冻海鲜会基本退出交易市
场，今后一段时间，‘热气货’将占
领水产品交易市场。目前到的主要是
15 号在象山、舟山等地利用拖网捕
捞的鱼，预计接下来 2 至 3 天内，海
鲜到货量会有所增加，品质更好，水
产品的价格或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王伟说。

300多吨“热气货”抵达宁波

甬城迎来东海全面开渔“第一网”

9 月 20 日 是 “ 全 国 爱 牙
日”。昨天，宁波口腔医院携手
鄞州东胜街道曙光社区助医志愿
者一同走进东胜幼儿园，开展

“关注少儿口腔健康”宣传活
动。医护人员就如何保持口腔健
康以及正确的刷牙方法向小朋友
进行了讲解和演示，增强了少儿
的口腔健康意识。

（丁安 宋文磊 摄）

关注少儿
口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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