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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孙泽杰 顾鲁琛）
“快叫‘爸爸’，叫‘爸爸’。”在北仑区司法局远程视频会
见室内，一位50多岁的阿姨催促着身边一个3岁左右
的男孩。他们正对着远程视频会见设备的摄像头，另
一端是正在监狱服刑的朱某。“爸爸！”随着一声稚嫩的
呼唤，那端的朱某忍不住抬手擦拭眼角的泪水。

“在视频会见的众多家属中，孙阿姨和他的孙子情
况比较特殊。”远程会见室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朱某3
年前金融诈骗，当时妻子恰好怀孕。之后，朱某一直在
外东躲西藏，逃逸期间孩子出生，他连孩子一面都不曾
见。今年，朱某被抓获，后被判决入狱。

转眼朱某的儿子已经3岁，朱某的母亲孙阿姨一
直想让孩子和朱某见上一面，让孩子认认父亲，也让服
刑的朱某好好改造。

但是去年年初，疫情严重，这个计划也就搁浅。因
为疫情，监狱也暂停了亲属当面会见。但是对服刑人
员的关爱与帮教不能停，去年5月，宁波市司法局促进
处积极引进远程视频会见和智能人脸识别系统，为服
刑人员与亲属搭起沟通亲情、传递关爱的桥梁。

在了解了孙阿姨的情况后，司法局工作人员及时
引导孙阿姨准备相关资料，安排会见，于是有了这次父
子间第一次相见。

尽管3岁的儿子懵懵懂懂，但是终于见到了平日
里只能在照片上看到的爸爸。而朱某见到日思夜想的
儿子也是非常感动。他说，感受到了来自家庭和社会
的温暖，只想着以后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早日陪
在孩子身边。

“其实，类似的感人情形经常在远程会见室里发
生。”会见室工作人员介绍说，在当下疫情防控形式下，
能实现远程会见着实不容易。为了配合疫情防控，还
特地引进了智能人脸识别系统。亲属走进会见室先进
行人脸识别，整个过程中其身份信息以及健康码、体温
信息都会得到查验，即身份信息和疫情防控信息一步
到位。

另外，远程会见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据了解，其不
限于本市或者本省，外地的服刑人员家属也可以向当
地司法部门申请，然后在当地司法部门协助下，与异地
服刑人员进行远程会见。“这个远程会见是基于钉钉工
作平台，所以全国司法系统都可以打通。如果碰到家
属病危等需要会见的特殊情况，我们还可以提供上门
服务。”北仑司法局促进处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了解，自去年5月份宁波市司法局开展远程视
频会见帮教以来，全市已经建成远程视频会见点位67
个，累计对接监所单位407个，已安排3182名亲属进
行1473次视频会见。

72岁的老杨
拿到驾照了！
他是宁波70周岁以上
拿到驾照的第一人

通过远程会见

3岁孩子第一次
见到了监狱服刑的爸爸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陆明
光 黄盛剑 张敏）“过五关斩六将，我终于
拿到驾照了，以后可以自驾游了。”昨日上
午，余姚72岁的杨纬顺利通过了科目三、
科目四的考试，成功拿到了期盼已久的驾
照。据了解，他是驾考新政实施后，宁波
70周岁以上考取驾照人群中，第一个拿到
驾照的。

从2020年11月20日开始，12项公安
交管“放管服”改革新措施落地实施，其中
之一就是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领年龄，
70周岁以上人员通过相应能力测试及体
检后可以报考驾照。杨纬得知这一消息
后，觉得长久以来的心愿有了实现的可能。

“我年轻时喜欢旅游，但因为忙着企业
经营，没时间出去走。后来，企业交到了儿
子手里，空闲时间多了，就一直想考一下驾
照，方便出游。新规落地后，我就下决心去
试一试。”他说，儿子很孝顺，不但鼓励他去
报考，还提前给他买了辆新车作为支持。

杨纬说干就干。去年12月1日，他进
行了体检，并成功通过了记忆力、判断力、
反应力等能力测试。12月 10日，杨纬以
92分的成绩顺利通过了科目一考试。今
年 1月 13 日，杨纬一次性通过科目二考
试。在昨天上午，科目三、科目四的考试也
被他成功“拿下”，并最终拿到了驾照。“老
杨挺厉害的，各个项目都能很快上手。他
能拿到驾照，我也为他高兴。”负责培训杨
纬的驾校教练励福军说。

记者从市交通警察局车管所相关负责
人处了解到，截至1月22日，宁波共有17
位70周岁以上的市民报考驾照并且成功
通过了能力测试及体检关。“驾考新政出台
后，前来报名的老人不少，但顺利通过能力
测试及体检的并不多。”该负责人说，之前，
市车管所就来了7位自认为身体很棒的老
人，结果只有2人顺利通过了驾考的各项
报名条件。以余姚为例，截至目前已有10
多人报名，但仅有2人符合条件，其中一人

就是杨纬。
“新政刚公布时，不少人担忧，如果不

限制驾考报名年龄，万一老人开车身体吃
不消了，会不会有安全隐患？现在来看，担
忧是多余的。”该负责人说，公安部专门设
置了“三力”测试，即记忆力、判断力、反应
力测试，给70周岁以上人员驾考申请设了
一个条件，通过之后，老人才可按正常程序
去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

据介绍，“三力”测试是通过车管所的
机动车驾驶理论考试系统进行的，内容和
题目由公安部交管局统一提供，每次测试
由系统随机抽取20道题，包括10道选择
题和 10道判断题，测试时间为 20分钟。
测试满分为100分，成绩达到90分的为合
格。测试的题目包括多个物体大小、多少、
远近、消失区域、记忆消失前的情况等。

需要注意的是，“三力”测试免费。测
试通过的受理报名，未通过的可以在三个
月内补测两次，测试成绩三个月内有效。

拿到驾照的老杨。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