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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
“蜘蛛侠
蜘蛛侠”
”
陆镇芳
荣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11 月 7 日，从宁波晚报全媒体上得知救火“蜘蛛侠”陆镇芳的壮
举后，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立即决定联合宁波晚报，为陆师傅颁发
天天正能量特别奖及 5000 元奖金。

周围满满的善意让他怀着感恩加倍回报大家
昨天，记者将获奖的消息告诉陆镇芳师傅，他连连说“没想到”。陆师
傅说，他应该感谢大家：感谢业主的关心，感谢单位同事的关照，感谢社会
的关爱。周围这满满的善意，让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加倍回报大家。
陆师傅今年 54 岁，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
家住集士港。
陆师傅身高不到 1.7 米，
身材瘦小，
面容憔悴。
记者细问才知道，陆师傅在今年初生了一场大病，春节前在上海做的
手术，手术前后只休息了一个月时间，
就回公司上班了。
陆师傅在海曙集士港印象巴黎小区做电工有四五年时间了，
之前是一名水
泥工，
有时会顺带做一些电工工作，
后来通过了职业考试，
成了一名正式电工。
陆师傅说，
大病初愈后，
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公司和同事都对他非常
关照，
重活、
累活都不安排他做，
他只做些力所能及的技术方面把关和指导。
陆师傅说，小区业主对他也非常友善，
平时见面大家会主动打招呼。
以前另一次救火的事情发生后，业主还特地买了礼物来感谢陆师傅。
陆师傅告诉记者：
“作为物业工作人员，
保护业主财产安全是应该的。
”

业主群里大家纷纷点赞陆师傅
在得知陆师傅获得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后，业主们都认为实至名
归，大家纷纷在业主群里点赞陆师傅，点赞量很快“盖起高楼”。有业主说：
“我们家住 1 楼，夏天室内很热，我们当时买了 2 个吊扇，就是陆师傅带人过
来帮我们装的，
非常勤快的一个电工师傅，
感谢。
”
还有业主说：
“ 陆师傅平时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管是小区公共
部位的维修，还是业主自己家里有事情，只要业主需要帮忙，他总是冲在最
前面。有时候晚上，不是上班时间，只要物业管理处发出指令，他都会出现
在现场。
”

真正的英雄只需有一颗勇敢善良的心
天天正能量给陆师傅的颁奖词这样写道：
“小区一户人家浓烟滚滚，危
急时刻，身为物业电工、54 岁的他，不惧危险，挺身而出。抓住被套滑下的
那一刻，热血勇敢令人敬佩。他把自身安危置之度外，只为第一时间消除
隐患，将业主的损失降到最低。
“浓烟没有让他驻足，
危险没有令他胆怯。在意外降临的地方，
总有最动人
的身影。真正的英雄，
无需超凡能力，
无需钢筋铁骨，
只需有一颗勇敢善良的心。
“点赞致敬‘蜘蛛侠电工’陆师傅，也想对他说：您的善举让我们敬佩，
背后的危险也让我们着实捏了一把汗。希望您下一次在行善之时，也能为
自己的安全多考虑一点，
也愿每个善良的人都能被佑护平安。
”
为什么会决定奖励陆师傅？阿里巴巴相关工作人员说，
项目组所有人都
被陆师傅的挺身而出打动，
毫不犹豫冲在前面的他，
让我们看到一个老电工的
自信担当，
也看到一份急人所急的热忱勇敢，
我们想借这份奖励，
远远地为陆
师傅点个赞，
让他感受到社会对好人的珍视，
也愿他的热血热心，
能唤醒更多
人的热忱。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联合宁波晚报等全国媒体搭建的公益开放平
台。6 年来，天天正能量共发放了 5800 多万元奖励金，有 6800 多名来自全
国各地的正能量人物获得了奖励，其中有 10 多位正能量人物获评感动中国
人物，有 300 多位正能量获奖者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表彰，成为人们学
习的榜样。宁波多人曾获得该奖励。
记者 殷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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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例！
餐饮店拒不履行处罚决定被强制停电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韩林雍 袁晓君） 11 月 5 日下午，镇
海区蛟川街道一家川菜馆因拒不履
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关闭的处
罚决定被强制停电。据了解，这也
是全市首例由城管部门申请强制措
施的油烟扰民处罚案。
在蛟川街道金锚路上，曾经有
多家居民楼下的餐饮店铺，因经营
过程中产生的油烟问题，被附近居

民投诉。今年以来，镇海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蛟川中队对该路段进行餐
饮油烟专项整治，这项工作得到了
大多数经营户的积极配合。
然 而 ，其 中 一 家 名 为“ 甬 城 小
厨”的川菜馆在执法人员多次现场
教育，并要求限期改正的情况下始
终拒不整改，继续经营。10 月，镇海
城管部门向区政府申请对该店执行
强制停电的措施。

江北全力打造
“无骗区”
遏制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卓璇 杨熙瑾） “多亏了你们，不然
公司的几十万元就打了水漂 。”近
日，市民潘先生致电江北公安分局
反诈分中心，向帮助追回企业被骗
资金的民警表示了诚挚的谢意。这
也是今年江北公安分局反诈分中心
成立以来破获的又一起冒充企业领
导诈骗案。江北今年电信诈骗的发
案数、案值同比分别下降 19.86%、
28.09%。其中，针对财务人员的诈
骗案件数量同比下降 25%。
今年 7 月，潘先生向江北公安分
局报案，称骗子以公司老板名义通
过网银骗走近 50 万元，接警后，反诈
分中心在市反诈中心的协助下，立
即确定该案资金流向，并先后赶赴
上海、杭州协助被害人处理涉案资
金，
帮助企业追回被骗资金。
今年，
江北公安分局成立反诈分

中心，通过队伍建设升级、加强协同
操作等方法从源头上压降发案，同
时发动该区各级各单位和社会各界
力量广泛参与反诈系列活动，全力
打造“无骗区”，有效遏制当前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发势头。
不久前，江北公安分局文教派
出所成功阻止了一起案值 30 万元的
电信诈骗案。案发当时，在北岸琴森
星街坊广场的一个电动车防盗系统
临时安装点，一名男子边拿着手机
通话，边紧张地询问文教派出所辅
警顾志良，称有人打电话给他说绑
架了他的女儿，向他索要 30 万元，要
求其立即付款，并且不能挂断电话。
顾志良非常警觉，怀疑这极可能是
一起电信诈骗案。后来顾志良全力
阻止该男子汇款，并迅速将男子手
中的电话挂断。等最终核实完情况，
果然发现这就是一起电信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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