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的素质越来越高了！”7月27日上
午，看着几位小年轻在离开余姚市东风小学
教育集团梦麟校区安置点时，把一间间教
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校区校长张雅南在心中
默默地为他们点赞。

余姚市东风小学教育集团的三个校区，
作为应急避灾安置点，自7月 23日晚上开
始接纳街道统一安排过来的临时安置人
员。其中梦麟校区接纳的第一批安置人员，
主要是雅颂兰庭、新鸿光璟等附近几个建
筑工地的工人，以及低洼地段的暂住居民
等，共约150人。

“我们把一楼最方便的11间教室最先
腾出来，给安置人员居住。我们的校区投入
使用时间不长，各种设施又新又齐全，包括
电风扇、各类插座、热水供应等都有。”梦麟
校区校长张雅南介绍，被安置人员10多个
人一间，每间选一位组长，负责每间教室的
纪律、卫生等。很多人虽然互不相识，但都挺
配合、挺有序的。

7月25日中午台风“烟花”登陆舟山普
陀，大雨导致灾情加剧，当天下午梦麟校区
又接纳了约200名转移群众。

让张雅南欣喜的是，27日一大早，这些
建筑工人接到了撤离安置点、返回工地的通
知，“他们起得很早，早上五六点钟，有一间
教室的人员最先撤离，走之前不仅把教室打
扫得干干净净，还把课桌椅都一排排地摆放
好，就跟没住人之前一样。”这一幕被细心的
张雅南拍了下来，随后，她还看到，安置点里
的绝大部分人员撤离后，有五六个小伙子主
动留下来打扫卫生，“其中两个戴着眼镜，斯
斯文文的。他们把一间间教室都收拾得整整
齐齐，就连小孩子翻阅过的图书也收整齐
了。”张校长说，“这让我挺感动的，一间间教
室里，没有汤汤水水，没有油腻，没有有人住
过的痕迹。”

31岁的张洋是带头打扫卫生的一个，接
到记者电话，他很平淡地说：“这是应该的，
走之前恢复原样嘛！”张洋是浙江通联建设
有限公司的员工，今年2月由公司安排到余
姚的工地工作，“这次街道和学校给我们提
供了避灾场地，应该感谢他们。”

他们撤离前
把教室打扫干净

“我非长（常）感谢这里的工作人员，因
为我一个外地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这样
好……”

7月27日上午，一名避灾安置人员在
离开宁波市翰香小学安置点时，留下一封
皱巴巴的感谢信，让连日来在安置点操劳
的工作人员林琳甚感欣慰。

记者看到，这封感谢信，很短，但很走
心：

我是一位只有 5 年级毕业的安徽阜阳
的一伟（位）农民工，来到宁 A(波)干活 1 个
月多了，没想到在台风到来之时，半夜这里
的不知什么单位把我叫0（醒），说这里将要
放水，让我们到他们找的地方去。

我非长（常）感谢这里的工作人员，因
为我一个外地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这样
好……

虽然文不顺句不通，有好几个字还不
会写，但一个初到宁波的外来务工者的感
恩之情却很诚挚！

林琳告诉记者，写信的陈师傅今年53
岁，7月26日凌晨1点，街道、社区的工作
人员敲开了他租住的房门，告知水库要泄
洪，这个片区属于低洼地段，需要马上转
移，或投亲靠友，或去街道安置点。刚到宁
波不久的陈师傅举目无亲，就睡眼朦胧地
来到了位于江厦街道翰香小学的避灾安置
点。在学校体育馆，工作人员已经为被安置
人员准备了崭新的寝具、速食食品等，还烧
好了热水，工作人员和学校的值班老师等
都很热情，对他们嘘寒问暖。

“今天上午，被安置人员整理物品后开
始撤离。陈师傅拦住了在边上转悠的我，从
口袋里摸出折成四方的这张纸，一边打开
一边递给我说：你们对我太好了，我不会玩
手机，无法在网上给你们点赞，我的文化程
度也不高，我写了封感谢信给你们，写得不
好……”林琳却说，“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好
的感谢信！”

“‘烟花’过境，带来了水灾，留下了抗
洪抢险中的种种事迹，也给我留下了值得
一生回味的暖意！”林琳说。

为防御台风“烟花”，宁波
各区县（市）各级各类学校积
极配合属地政府，全面启用学
校避灾安置点。

这两天，台风“烟花”离
境，避灾安置点的群众也开始
撤离，他们有人留下简单却很
感人的感谢信，有人安安静静
将教室打扫干净，恢复教室原
样……在学校避灾安置点，这
里有最鲜活的生活教材。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池瑞辉

只留感谢
不留垃圾

学校避灾安置点里
有最鲜活的生活教材

一封“写得很差”的
最好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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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

课本之外的参考书
正在开心过暑假的孩子们

可能没想到，这个暑假，自己的
学校里曾安置了这么多避灾人
员。正所谓患难见真情，虽然只
有短短数天，但记者在学校避灾
安置点里采撷到了很多小故事，
时不时地为其中闪耀的人性之
光而感动。灾难来临、洪水围城，
说实话，没有一个人的心情是舒
畅的。面对生活中的危急、危难，
我们每个人的态度很重要。是怨
天尤人还是坦然面对？是急燥、
埋怨还是从我做起、认真克服？
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道试
题，也是需要从小学习的一堂
课。学校避灾安置点发生的这一
幕幕，足以给孩子们当参考答
案。

陈师傅手写的感谢信

学校里的避灾安置点

避灾群众离开时打扫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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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伦飞遗失浙江万恒汽车
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协议
1 份，编号 0000119，金额
6630元，声明作废

杭州市江干区宇平医疗器
械服务部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金华顺心捷达物流有限公
司减资公告：经本公司股
东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
资本从500万元减至20万
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联系人：
银小召联系地址：浙江省
金华市金华山旅游经济区
赤松镇黄泥垄村新区A区2
幢13号金华顺心捷达物流
有限公司 江熔遗失绍兴世茂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保
证金收据，编号：2505747，
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中美浙商国际产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注册资本从10000万元减
至5000万元。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
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
要求。中美浙商国际产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遗失 COSCO 船
公司提单，提单号
COSU6298394840，航名航
次 EVER LUCID 055W，箱
号 CSNU6071022 ，
CCLU5286500，声明作废。

绍兴市越城区爱可乐箱
包店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稽山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3370004895401，声
明作废

忍者品牌磨具水果采摘用具
刻字笔指甲刀指节铜套镰刀
铲美工刀餐具（刀叉匙）婴儿
理发器产品销售杭州剃刀鲸
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娃哈哈宏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遗失上海增值税
专用发票壹张，发票代码
3100203130，发 票 号 码
26006998，声明作废

启立（杭州）健康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
决议决定：本公司注册资
本从288万元减至100万
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娃哈哈宏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遗失上海增值税
专用发票壹张，发票代码
3100203130，发 票 号 码
26006998，声明作废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遗失 COSCO 船
公司提单，提单号
COSU6298394840，航名航
次 EVER LUCID 055W，箱
号 CSNU6071022 ，
CCLU5286500，声明作废。

随着公募基金二季报披露完毕，各
家基金公司管理规模纷纷出炉。根据天
相投顾数据，14家基金公司非货币基金
规模超过3000亿元。在优异业绩的推
动下，银行系基金旗舰——工银瑞信基
金非货币基金规模跃升至3909.15亿
元，较2020年末增加近670亿元，创历
史新高，行业排名跻身TOP10。

在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实力派基金
公司以优异业绩不断为投资者积累丰厚利
润。从历史回报来看，根据银河证券的数据
整理，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工银瑞信基金自
成立以来已为实现投资回报2020.69亿元，
是仅有的8家总回报超过2000亿元的基金
公司之一，同时高居银行系基金公司第1。

黄 杰

优异业绩推动规模创新高工银瑞信基金非货规模跻身TOP10

■ 基金一览 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等于产品实际收益 投资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