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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门榜样”人物之二

锦昊公司“红美人”挂果
宁波锦昊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1300亩红美人柑橘今年开始零星

挂果，目前长势良好。该公司位于泗门镇谢家路村，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2018年3月开始种植优质果树，其中红美人柑橘13万株，另有红美
人、阿思蜜、大叶肥张等苗木贮备品种30万棵。

图为该公司技术管理人员在检查果树挂果情况。 记者 陈福良摄

“健康下乡”活动走进谢家路村
7月13日下午，市人民医院医疗管理联合党支部来到泗门镇谢家路村

开展健康下乡宣讲活动。在活动中，该院妇产科、骨科、综合内科、肝病
科、甲乳外科、内分泌科等科室的医务人员为该村广大村民进行义诊，并
提供测血糖、测血压等医疗志愿服务，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点赞。

与此同时，市人民医院医务人员还为谢家路村村民代表作了“防溺
水、防触电”知识培训。图为培训现场。 通讯员 严科摄

■本报记者 沈家扬

诸黎明是市阳光义工服务中心
会长，他光荣地被评为2019年度

“泗门榜样”人物。今年46岁的
他是一位助理社会工作师，获得
过泗门镇优秀志愿者、余姚市十
大公益明星等荣誉称号，还曾列
为宁波市最美志愿者提名人物。
他所创办的阳光义工服务中心在
2019年共组织了导医服务、社会
服务、文艺宣传、应急救援等活
动500多场次，服务社会时间超
过13000小时，被群众夸赞为志
愿精神的践行者。

诸黎明开始投身公益事业是在
2008年的夏天，据他回忆，当时
他正在家里休息，忽然听到外面有
呼救声，原来是一位小孩失足跌落
河中，孩子的母亲不会游泳只能高
声呼救，他没有丝毫犹豫，马上下
河游向落水儿童身边进行救援，救
上岸后的小孩呼吸微弱，他又通过
胸外按压，让小孩吐出了肚中的
水，恢复了知觉，此事被周边的群
众上报到浙江广电，诸黎明也因此

获得了2008年“身边的活雷锋”
的光荣称号。这件事让诸黎明感受
到了帮助他人的快乐，促使他走上
志愿者的道路，他认为就算只是一
名普通的志愿者，也要怀着满腔的
热忱，用平凡的行动，创造更多的
温暖去帮助他人。

之后，诸黎明遇见需要帮助的

人和事伸出援手成了常事，参加义
务献血和各类公益活动更是常态，
长期的公益活动使他结识了很多社
会公益志愿者，2017年4月，诸
黎明发动数位好友参加为宁夏回
族自治区贫困孩子送校服和书包
的活动，筹到了近4万元善款，由
他购买物资后亲自送到宁夏吴忠

市红寺堡区，受到了学校和家长的
好评。2017年6月，诸黎明邀请
了身边十多名热心公益事业的朋
友，组成了服务队，这就是服务中
心的雏形。随着队伍不断发展壮
大，2017年12月，经余姚市民政
部门批准，正式成立了余姚市阳
光义工服务中心。中心设立党支
部及理事会，理事会下辖服务总
队。目前，该服务总队旗下已拥有
社区服务队、文艺宣传队、应急救
援队、驻第四人民医院服务队、
助残服务队等5个服务分队，还
有一支民兵学雷锋服务队挂靠在
泗门镇人武部名下。目前，中心共
有正式队员237人，嘉宾队员400
余人。

志愿者服务是一项庞伟而持久
的系统工程，没有绝对的爱心、十
足的恒心、饱满的热情是不可能坚
持下来的。诸黎明希望在他的带动
下把阳光义工打造成地区最具影响
力的一张金名片，他坚信，团结就
是力量，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片爱，
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诸黎明：

成为一道阳光，温暖每一个人

本报讯（记者 陈福良）当今
的互联网时代，随着 5G、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高新技术的落地，数字信息化将全
面引领未来经济发展已是大势所
趋，因此，宁波惠康实业有限公司
新一代智能物联恒温恒湿空调机组
紧跟科技发展步伐应运而生。

据惠康实业工程技术人员介
绍，惠康智能物联恒温恒湿空调机
组自带 4G （5G） 物联网关键技
术，可以借助手机扫码远程智能检
测和控制恒温恒湿空调机组，实现
真正的无线物联网控制。只要有手
机信号的地方，就能轻松控制恒温
恒湿空调设备，再也不受距离和时
间的限制。

惠康智能物联恒温恒湿空调机
组可以控制空调机组的运用模式、
设置控制参数、查看运行状态和运
行曲线，具有上线、掉线、开机、
关机、告警通知等功能。

又讯（记者 陈福良）浙江省

品牌建设联合会发布2020年《第
二批“浙江制造”标准制定计
划》，宁波惠康实业有限公司的高
环境温度空气调节机组列入计划名
单。

据了解，这是浙江省品牌建设
联合会根据《关于加快“浙江制
造”标准制定和实施工作的指导意
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品字标浙
江制造”品牌建设的意见》《浙江
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浙江制造”标准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评估后作
出的决定。全省各地共有100项标
准被列入，其中我市仅有两项。

“浙江制造”是以“区域品
牌、先进标准、市场认证、国际认
同”为核心，以“标准+认证”为
手段，集质量、技术、服务、信誉
为一体，经市场与社会公认，代表
浙江制造业先进性的区域品牌形象
标识，是浙江制造业的“标杆”和

“领导者”，是高品质高水平的“代
名词”。

“惠康”推出智能物联
恒温恒湿空调机组

本报讯（通讯员 鲁骐嫚）日
前，在市第四人民医院磁共振室
内，前来接受检查的小张对该院推
出的“检查检验线上申请”功能连
连称赞。

原来，小张因膝关节受过伤，
需定期做磁共振检查，以前每到检
查时，要前前后后跑医院多次才能
完成。“现在我在家里用手机就可
以申请检查，按预约时间到医院直
接付费检查，真是方便又贴心！”
小张高兴地说。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就医经历，
为做一次复诊后的常规检查，从挂
号到医生开单，再到缴费，要花费
不少的时间。而且有的检查检验当
天还做不上，按预约的时间又要跑
医院一趟，完成一次检查检验项目
颇费精力。针对这个患者就医过程
中的“痛点”，市四院通过前期周

密详细的筹备，在医院网上平台推
出“检查检验线上申请”功能，患
者足不出户就可向医生预约检查检
验项目，预约时间精确到半小时以
内，为患者就医又提供了一条“快
速通道”。

为积极响应医疗卫生服务领域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行动，市
四院通过智慧医院建设，推出多项
举措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从
智慧预约、智慧结算、一站式服务
到全宁波市首家推出“共享药
房”，从血透患者院内零跑腿到工
作成效得到《人民日报》头版点
赞的“出生八项一窗通办”，再到
如今的检查检验线上申请，医院
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不断在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路上前进，
让患者就医“少跑腿”甚至“不跑
腿”。

不出家门 不用排队
原来检查检验申请可以这样方便

▲7月19日，泗门镇泗北村“春泥计划”“假
日学校”——“小候鸟”暑期乐园活动顺利开班，
辖区20余名青少年参加活动。

本届“小候鸟”暑期乐园活动为期一周，
学习内容涉及防溺水等安全教育、道德教育、
法治科普、传统文化、环保课堂、DIY手工等
多个方面。 通讯员 杨银辉摄

◀近日，泗门镇西大街社区整合资源，组
建了一支由社区工作人员、宣传文化员、“五
老”志愿者等 10 人组成的辅导队伍。7 月 20
日，该社区开启了为期两周的“春泥计划”暑
期假日学校活动，为前来参加活动的青少年辅
导暑假作业、宣讲防溺水安全知识、讲授美术
课程等。

通讯员 杜汝蓥摄

春泥计划
假日学校

■本报记者 黄庐锦

“我在夹弹珠项目里夹了14个
弹珠，这次我一定能拿奖！”阿燕
兴奋地说。阿燕是宁波明诺电器制
造有限公司工疗车间员工之一，她
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年了。

7月 22日，市残联、泗门镇
残联、宁波明诺电器制造有限公
司、市阳光义工服务中心联合在该
公司“残疾人之家”举行全国特奥
日活动，阿燕和同事们都高兴地参
加了活动。

本次活动共有3个项目，分别
是夹弹珠、套圈和保龄球。活动之
前，主办单位集中宣布了比赛规则
和注意事项。根据得分，每个项目
都会产生冠军、亚军和季军。

活动开始后，大家热闹地散开
来，拉着好朋友有说有笑地投入比
赛。最热闹的当属套圈项目，每人
一次机会，共十个塑料圈，隔着两
米套中几个矿泉水瓶即得几分。只
见东东眉头紧锁，认真计算着方
向，身体前倾，慎重地把塑料圈一
个一个抛向竖立着的矿泉水瓶。他

的朋友在旁边捏着拳头喊话助威：
“东东加油！努力超过我呀！不要
紧张呀！”东东右手一抬，一个圈
圈完美地落在矿泉水瓶上，引起大
家一片叫好声。

最紧张的当属夹弹珠项目，一
分钟的时间内只能用右手握着筷
子去夹水盆内的弹珠，看谁夹得
多。阿焕做好准备，凝重地坐在
水盆前举起右手准备。一声令
下，计时开始，阿焕不慌不忙地
出手，稳稳夹住一颗弹珠，正想
放到另一个盆里，可是浸了水的

弹珠滑不溜秋，阿焕一个不注
意，弹珠又落回水里。围观的伙
伴们看得比阿焕还紧张，捏了一
把汗，倒是阿焕沉着冷静，稳稳
当当地重新夹起……

在愉快的笑声中，特奥日活
动落下了帷幕。颁奖典礼上，获
奖者高兴地挺直腰板上台领奖。没
得奖的阿燕不服气地说：“我下次
还要参加！肯定拿大奖！”东东捧
着自己的奖品，在朋友的簇拥中开
心地笑了：“我还是比他们厉害
的。这个活动特别有趣。”阿焕也
不出所料地拿到了夹弹珠比赛第二
名的好成绩，他欣喜地看着怀中的
奖品说：“活动真好呀！有些伙伴
身体不好不能做剧烈运动，像这种
比赛就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加深我们
的友谊。”看着他们快乐的笑脸，
现场的工作人员们都露出了幸福的
笑容。

趣味运动 促进健康
——泗门镇全国特奥日残疾人活动见闻

本报讯（记者 黄庐锦）连日
来，泗门镇东蒲村农民抓住晴好
天气收割早稻，该村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全村共有耕地面积
3500亩，是泗门镇种植水稻面积
最多的村。

沈企浩是东蒲村的种粮大户之
一，他今年种植的早稻共有300多
亩，拥有一台日产收割机、三台烘

干机。
沈企浩从收割机上跳下来，看

着金黄色的稻谷说：“今年雨水太
多，影响稻花的授粉，影响了产
量。”预计今年品种较好的早稻，
亩产在350至400公斤，普通品种
的早稻亩产还要低一点。

东蒲村农民抢收早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