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讯（记者 王珏 通讯员
贝司 胡佳晓）朋友圈已然成为了很
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人喜欢在上
面分享身边发生的事，但在分享的同
时，也要谨记，朋友圈绝对不是可以随
意“泄愤”的地方，更不是法外之地。

近日，北仑公安分局接群众举
报，称有一网民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辱
骂交警的信息。经警方调查，当天下
午，27岁的女子张某因将机动车违
规停放在岷山路富邦路段，被北仑交
警大队张贴罚单。随后，张某心存怨
恨，为发泄不满，在微信朋友圈内发
表侮辱性的文字并附上交警开具的
罚单，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北仑公
安分局对张某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
处罚。

对此，区司法局一律师表示，市
民对于人民警察依法作出的行政处
罚，应给予尊重和理解，如果对交警
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申请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不是利用网
络发泄不满。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若

仅仅是为了发泄个人情绪，逞一时口
舌之快，公然在社交网络上肆意辱骂
执法人员、发泄私愤，那么换来的必
将是法律的严惩。
“换个角度讲，执法是为社会保

驾护航。交警对于违停车辆的处罚，
是为了保障道路通畅、市民安全出
行，所以作为市民，也应该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方便他人，方便自己。”该
律师说。

近年来，一线民警在正常执法值
勤的情况下遭遇暴力抗法和辱骂殴
打的事件屡有发生，为保障公安民警
依法履职、行使职权，维护法律尊严
和民警执法权威，公安部制定了《公
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
定》，经国务委员、公安部长赵克志
签署部长令发布，于今年 2月 1日
起正式施行。
《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工作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民警维权
工作正式纳入法治化轨道。据了解，
接下来，北仑公安分局将全力出击，
以多层次、全方位的工作机制保障民
警执法权威。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女子发朋友圈辱骂交警被拘

区公路段工作人员在修补坑洞 记者 陈志明 摄

本刊讯（记者 余姣姣 陈志
明 通讯员 林炫铮 张玲英
冯叶）近期，北仑在连绵的阴雨天
之中度过，我区部分道路因雨水长
时间冲刷浸泡及载重车辆的反复
碾压，出现龟裂、掉渣、坑洞等病
害，严重影响行车安全。为此，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市政处和区公路段
的工作人员“披挂上阵”，多措并
举，切实抓好阴雨天气道路维护管
理工作。

记者从市政部门了解到，该处
贯彻辖区内道桥“每日两巡”（上
午、下午）模式，充分发挥巡查制度
的作用，及时发现道路坑洞、毁损等
安全隐患。水泥、沥青等维修材料受
雨水的冲刷，不能达到固定的效果。
对此，工作人员与雨天抢跑，趁着天
气晴好，“见缝插针”对阴雨天施工
的坑洞进行二次作业。
“通过初次应急抢修，二次施

工遵循‘圆洞方补’的原则，我们
重新规范填补，既保证了阴雨天道
路状况，也保证了长期道路质量。”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处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1月至今，该处在泰
山路、太河路、富春江路等进行了
二次修补，共二次修补路面 520平

方米。
针对坑槽连续不断、病害严重

的路段，工作人员则采取热沥青大
修，彻底解决坑洞病害。“我们将在
今年的晴好天气，逐步推进‘黑改
白’改造工程，防止造成较大的道
路安全隐患，特别是城区外围、重载

车辆众多的地段是‘白改黑’重要
实施地段。”该负责人介绍道。

此外，市政部门还对辖区内路
面坑槽、侧平石损坏、人行道损坏等
问题进行全面摸底排查，摸清了破
损路面数量，并按照标准，进行了精
细的专项维修，保证了连续阴雨天

气总体路面状况良好。
区公路段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连日来，区公路段工作人员利用
短暂的降水间隙，加紧修补。为了加
快修补进度，该段利用人工和机械
的双重手段，对 329国道、骆霞线、
沿海中线等路段进行修补，按照
“一路边补边修”的修补方式，路政
安全车开道，沥青再生车紧随其后，
并在沿途设置安全警示桩。据初步
统计，今年以来已累计修补坑洞
2000多平方米、清理路肩 2800余
平方米。接下来，区公路段还将继续
强化对路面的巡查作业，并依照实
际情况做好路况提升、路容路貌改
善工作。

记者在骆霞线一路段看到，区
公路段的养护人员正忙着修补作
业。“近期连续降雨，雨水顺着路面
的裂缝‘钻’到路基里导致道路破
损，加上过往车辆的反复碾压，形成
了大大小小的坑洞，给车辆正常通
行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项目
负责人姚东铭介绍说，“我们先是
对路面上存在病害的位置进行整
治，然后将搅拌好的沥青料填到坑
洞里，最后一关就是由压路机压实，
确保道路交通秩序良好。”

阴雨天气路面病害易发

见缝插针给道路“打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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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双拖鞋做得好，很柔软暖
和，鞋底还是防滑的，手工真不错，
谢谢社区，谢谢你们。”近段时间，
小港街道陈山社区的老人们收到了
一份特殊的过冬礼物，这是一双由
社区“夕阳红了”手工作坊的阿姨
们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爱心棉拖。
收到棉拖后，老人们都很惊喜，连连
感谢说：“这个冬天会过得很暖
心。”

为了做出防滑保暖的拖鞋，
“夕阳红了”手工作坊的队长徐爱
伦跑遍了周边的大小市场，精心挑
选材料。在她的指导下，队员们分工
合作，有的裁鞋面，有的画鞋底，有
的负责缝合，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
大家的一片爱心。在制作棉拖时，徐
爱伦还特意叮嘱队员们，鞋底的衬
布一定要钉牢，不然老年人穿着脚
底松，容易滑脚。

今年 62岁的徐爱伦，是陈山社
区女子舞龙队队长、爱心理发坊负
责人，更是“夕阳红了”手工作坊的
骨干。每个月 29号，社区爱心理发
坊定期举办爱心理发活动，前来理
发的老人不少，其间总能看见徐爱
伦忙碌的身影，或是忙着烧水给老
人洗头，或是仔细为老人理发，哪位

老人有时间没过来理发了，她都挂
在心上。

不论是寒冷的冬季还是炎热
的夏季，爱心理发这项敬老服务从
未中断过。不过，在爱心理发坊刚开
办时，徐爱伦还不是理发坊的“一把
手”。最初，爱心理发坊的服务是由
专业理发店的师傅承接的，不过，由
于理发店生意比较忙碌，渐渐地，师

傅们也没太多时间过来。不过，在这
一年多时间里，心细手巧的徐爱伦
在给这些理发师傅们“打下手”的
过程中边看边学，很快就学会了理
发这门手艺。

去年夏天，社区“夕阳红了”手
工作坊正式成立，这是一支由党员
引领的社会组织，虽然徐爱伦不是
领头的党员，却是这支队伍中举足

轻重的骨干人员。队里其他几个阿
姨不会熟练使用缝纫机，对制作拖
鞋的流程不熟悉，徐爱伦就当起了
“老师傅”，耐心细致地教会所有队
员如何制作手工拖鞋。有时，队员们
将鞋面和鞋底剪裁完后，徐爱伦总
会默默地将这些材料拿回家赶工，
一个人将这些零碎的材料组合成一
双双舒适的拖鞋。正是她带领着数
十位志愿者一起，为辖区老人制作
了一双双爱心手工拖鞋，并免费送
到老人们手中，让生活在这里的老
年人更有幸福感。

去年 8月，社区原社会组织骨干
陈阿姨因病去世，她的离去让所有人
猝不及防。陈阿姨原是社区文体型社
会组织的领头人物，失去了她，社区
老年文体活动就成了无根的浮萍，一
下变得无人组织、无人管理。就在社
区一筹莫展时，徐爱伦又站了出来，
接替陈阿姨承担起了社区文体型社
会组织的重担，让社区老年文体活动
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闲着也是闲着，帮社区老年

人做点事是应该的，以后等我做不
动了，相信也会有很多志愿者来帮
助我们这些老年人。”徐爱伦坚持
发挥余热，凭着一副热心肠，全身心
投入到社区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中，
演绎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的最美夕阳红。

谱写最美“夕阳红”
———记小港街道陈山社区志愿者骨干徐爱伦

本刊记者 王 杰 通讯员 吴 琼 支倩君

通讯员 提供

本刊讯（记者 陈志明 通讯
员 林巧燕）“请一定帮我感谢他，
我觉得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应该多
多宣传。”日前，市民诸女士拿着一
面印有“品德高尚 拾金不昧”字样
的锦旗来到了北仑公交公司，感谢北
仑公交 750路驾驶员虞健峰，将她装
有万元现金的钱包如数归还。

事情发生在今年 2 月 14 日，
当天上午，北仑公交 750路公交车
驾驶员和往常一样执行从东环南路
开往保税东区的营运任务。当车辆
行驶至终点站保税东区后，虞健峰
开始例行检查车厢。就在这时，他在
座位前排位置发现了一只黑色钱
包。“我打开钱包粗粗看了一下，发
现有一叠现金，但在包内又找不到
可联系失主的信息。想到这么多钱
丢了，失主一定非常着急，”虞师傅
随后赶紧向公司汇报并向公交服务
热线说明情况，称如果有人来找钱
包就去一公司领取。之后，虞师傅趁

着休息间隙，把包交到了公交一公司。
第二天一大早，诸女士和她的女

儿来到保税东区场站寻找钱包，正好
碰到虞师傅，虞师傅带着她们到一公
司领取钱包，在核对钱包的特征、包里
的失物等信息后，将钱包原封不动归
还给了诸女士。据诸女士介绍，原来，
当天她带着外孙女打算去保税东区，
在绍成小学站坐上 750路时，发现忘
记带公交卡了，于是连忙翻手提包找
零钱，找到零币付好车费后，却忘了把
钱包放进手提包，顺手就放在了旁边
的座位上。车行驶到终点站时，诸女士
匆忙下了车。直到晚上到家时，她才发
现钱包不见了。“当时我非常着急，因
为钱包里装有近万元的现金，急得我
一晚上没睡好觉。”诸女士回忆。

巨款失而复得，诸女士显得很激
动，现场连连鞠躬道谢，当她拿出一千
元想给虞师傅表达谢意时，被虞师傅
婉言谢绝。“捡到东西上交是公交司
机分内之事，每个驾驶员遇到都会这
么做。”虞师傅在此也提醒市民，坐公
交车一旦发现自己丢失物品，可以及
时拨打北仑公交服务热线 86860026。

公交司机拾金不昧
乘客万元现金失而复得

3月 4日 星期一
1、柴桥街道：协和 H351线

1号杆以下（影响旭升股份、项
目建设管理中心、新华昌、公共
项目建设管理中心）（在 08:
30-09:00之间有一次短时间停
电）；紫江 S352线 21号杆以下
（影响前郑村、柴桥水暖五金厂、
柴桥模具压铸厂、中国人民解放
军九一八五七部队、蓝天色母
粒、环港机械厂、水芹村、同盟塑
料模具厂、洪岙红星模具厂、后
郑村、紫石服装厂、陈胜村、水芹
村、芦江村、升宏精密机械、鑫栋
花岗石加工厂、柴桥天宏家具
厂、田洋股份经济合作社、中铁
二十二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中铁二局第二工程有限公
司、北仑区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
6 号、一加磁业、伟和吸塑包装
厂）（在 13:30-14:00 之间有
一次短时间停电）

2、白峰街道：方门 H482线
三星支线 16#杆分支（影响宁
波梅山岛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08:30-14:00）

3月 5日 星期二
1、白峰街道：小门 H690线

小门支线 36号杆分支（影响小门
村上李家、文山）（08:30-14:
30）；官庄 H693 线长浦支线 1#
杆分支（影响长浦安置峙北新苑、
司前村）（08:30-13:30）

3月 6日 星期三
1、新碶街道：珠江 H231 线 4

号杆分支（影响太平房产、吉欣五
金、新隆五金厂）（08:00-15:
00）

2、大碶街道：基熹 H406线
（影响基熹铁制品）（08:30-14:
30）

3、小港街道：林唐 H776线羽
毛球厂联线 16号分支（影响青李
老年小区）（08:00-14:00）

4、霞浦街道：白云 H346线永
定河路环网单元博远机械支线（影
响博远机械）（08:00-15:00）

5、柴桥街道：紫江 S352线 21
号杆以下（影响前郑村、柴桥水暖
五金厂、柴桥模具压铸厂、中国人
民解放军九一八五七部队、蓝天色
母粒、环港机械厂、水芹村、同盟塑
料模具厂、洪岙红星模具厂、后郑
村、紫石服装厂、陈胜村、水芹村、
芦江村、升宏精密机械、鑫栋花岗
石加工厂、柴桥天宏家具厂、田洋

股份经济合作社、中铁二十二局集
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二局第
二工程有限公司、北仑区公路工程
建设指挥部 6 号、一加磁业、伟和
吸塑包装厂）（在 08:30-09:00
之间有一次短时间停电）；同盟
S366线（影响公安消防支队北仑
区大队、柴桥街道办事处、同盟村
（施隘周）、芦渎中学）（在 08:
30-09:00 之间有一次短时间停
电）

6、白峰街道：方门 H482线东
园 1号支线（影响东园村阮家、枫
登桥）（08:30-14:30）

3月 7日 星期四
1、新碶街道：珠江 H231线海

泊支线 15号杆、13号杆分支（影
响海伯、宏达货柜）（08:00-15:
00）

2、小港街道：紧固 H780线
39号杆分支、41号杆分支（影响
锦伟科技司、德信紧固件）（08:
00-16:00）

3月 8日 星期五
1、新碶街道：珠江 H231线佳

虹支线 6号杆分支（影响佳虹仓
库 ）（08:00-14:00）

2、大碶街道：海力 H413线格

兰特环网单元格高 EA147线（影
响捷胜海洋装备、荣雁电器、上药
康德乐 (浙江) 医药、甬江家园）
（08:30-14:30）

3、小港街道：紧固 H780线
51号杆分支（影响广源紧固件）
（08:00-14:00）

4、柴桥街道：紫河 S355 线红
光 3号支线 (影响红光村东周、下
张)（08:30-14:30）；同盟 S366
线（影响公安消防支队北仑区大
队、柴桥街道办事处、同盟村（施
隘周）、芦渎中学）（在 08:
30-09:00 之间有一次短时间停
电）

5、白峰街道：门浦 H692线门
浦 2号支线 (影响门浦村周家地、
桥里、桥外)（08:30-14:30）

3月 9日 星期六
1、小港街道：装备 H206线日

地开关站敏实 EM093线 G03 (影
响蓝圣智能科技、敏实汽车)（08:
00-16:30）

说明：如遇下雨等不可抗因素
则有可能顺延或取消！

国网宁波市北仑区供电公司
服务热线：95598

2019年 02月 25日

计划停电预告

本刊讯（记者 刘盈蓉）日前，
宁波北仑骨科医院迎来了一抹耀眼
的“东海蓝”，近 30名宁波东海实
验学校的一年级学生在家长的陪同
下，在这里开展“我是小小骨科医
生”活动。认识模型和仪器，聆听小
儿骨科讲堂，穿上白大褂，当一次
“骨科医生”，孩子们在体验中建立
对“医生”这一职业的认知，在趣味
中学习骨骼健康知识。

孩子们首先在副院长盛美霞的带
领下，进行了门诊问诊流程的体验，并
参观了骨科医院各细分科室，在熟悉
过程中，他们对医院的那份恐惧渐渐
消除，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下，去
观察、认识眼前的“新事物”。
“这是呼吸机、这是心电监护

仪、这是除颤仪……”在急诊室内，
盛美霞依次向小朋友们介绍各种设
备和用途。这些仪器，小朋友们大多
只在电视里见过，实地看到并认识
还是头一次。

一进脊柱科，院长章飞的座位
就被围得水泄不通。章飞从人体构
成入手，比划着骨骼模型，向小朋友
们介绍了脊柱的结构和重要性。
“小朋友们从小要养成良好的坐
姿、站姿，要多运动，不要挑食，才能
长得高，身体棒。”小课堂让孩子和
家长们意犹未尽。

“知道为什么要拍片吗？”来到影
像科，玻璃墙内的几台影像学检查机
子让小朋友们格外兴奋。“X 线是会
说话的。”科室主任杨军边展示、边科
普，“医生能读懂 X线的语言，结合
患者的症状和体征诊断疾病”。而小
朋友们也叽叽喳喳地发表着“感慨”：
“原来拍片没什么好怕的”“检查前
要先拿掉身上的金属物件，不然会影
响检查结果。”

创伤科的医生严健为小朋友们带
来了小儿骨骼健康科普讲座。严健系统
地介绍了小儿骨折常识，包括儿童常见
骨折原因、临床表现、紧急处理办法，以
及认知误区等。授课过程中，小朋友们
认真思考，积极参与互动。饱含童趣的
问与答，让现场家长们也笑开了。

完成“理论培训”后，意气风发的
小朋友们开始了“小小骨科医生”职
业体验的进阶学习。身穿白大褂的孩
子们跟着医生学习常见外伤处理。“手
臂受伤出血了，先要止血，较常见的是
加压包扎止血，在家如果没有纱布一
定要找干净的手帕、毛巾……”严健边
示范边讲解着操作知识，他说，外伤后
及时妥善的包扎处理，可以起到防感
染、减少疼痛的作用，但包扎后还是要
及时前往正规医院治疗。听了严健医
生的讲解，孩子们纷纷动起手来，缠绷
带，上夹板，小医生当得有模有样。

“白大褂”遇上“东海蓝”———

小小萌娃医生职业初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