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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建东

这个国庆中秋“双节”假
期，来自贵州兴义的罗克并没有
像大多数人一样悠闲地去享受。
虽然公司给员工放了3天假，但
他只在国庆节当天休息了一天，
然后就主动要求加班，一直在工
作岗位上忙碌。“我们在余姚也算
是刚刚稳定下来，家庭的经济压
力还很大，我们必须撸起袖子加
油干，才能早日实现奔小康的美
好梦想。”昨天，罗克在电话中这
样对记者说。

罗克是一名“85后”，初中
毕业先后到广东、福建做过喷漆
工、制鞋工，前几年回到老家靠
打打零工勉强养家糊口，是当地
建档立卡的贫困劳动力。得益于
余姚、兴义两地开展的东西部就

业扶贫工作，今年初他和妻子在
余姚找到了新的就业岗位，现在
他们都在宁波锦隆电器有限公司
上班。

虽然在余姚工作才半年多，但
罗克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生
活的变化：收入增加、心情愉快，第
二故乡给了他特别的温暖，让他干
劲倍增，生活有了奔头。

说起这份幸运的工作降临到
自己身上的经历，罗克记忆犹
新，“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一直
宅在家里，工作没有着落，心里
十分着急。有一天，镇政府的工
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说在余姚
有好的就业机会，于是我们马上
报名登记了，2月22日我们夫妻
俩怀着激动的心情，和50多名老
乡一起乘坐兴义市人社部门专门
组织的免费包机，来到了余姚，
第二天就开始在锦隆公司上班
了。”

罗克告诉记者，当初他外出
打工时，每月工资才 400来元，
辛苦一年也没有多少积蓄。回到

老家后，干些粉刷墙壁的零活，
平均下来他每个月的收入也不过
2000元左右。但是，到余姚工作
之后，第一个月他就领到了3000
多元的工资，而且锦隆公司还给
他缴了所有社保，算起来每月也
有1000多元。此外，各级党委、
政府和人社部门也给了他非常热
情周到的服务，使他能一直安心
于公司工作。“我现在唯一的想法
就是认真、努力地工作，苦点累
点都没什么，争取让全家过上更
加幸福的生活。”罗克说。

罗克的努力与成长在公司里
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一开始在流
水线上做装配工，拿的是最基础
的保底工资。两个多月后，因为
表现出色，他被调到了维修岗
位，从事产品质量控制工作，还
承担了生产现场管理人员的工作
职责。工作要求更高了，工作强
度更大了，他的收入也是“芝麻
开花节节高”。“就在上个月，我
的工资已涨到5000多元了。”说
这话的时候，罗克一脸的开心与

满足。
除了收入的增加，在日常生

活方面，罗克也得到了来自锦隆
公司的贴心照顾和关怀。罗克夫
妻俩住进了夫妻宿舍，房间里装
有空调，公司还免费发给他们床
上用品和洗漱用品等；工作时间
的中餐由公司免费提供，晚上加
班的话，晚餐也是免费的；宿舍
楼里还有公用厨房，空闲时也可
以自己烧菜做饭。“最近公司又为
我们改善住宿条件，换上了新
床，安装了电视机和无线网络，
更加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罗克高兴地对记者说。

谈到今后的打算，罗克也有自
己的梦想。“我给自己定的第一个
小目标就是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平时多看看书，多学习新的知识和
技能，争取当上班组长甚至主管，
事业有进步，收入有提高，美好生
活总是要靠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干
出来的。同时，我也想对兴义的老
乡们说，来余姚工作吧，一起为美
好幸福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来自兴义的罗克动情地说：

在余姚工作，生活有奔头

本报讯（记者 胡张远） 为
切实提高我市卫生健康系统生活
垃圾分类质量，市卫健局于近日
印发了《余姚市卫生健康系统创
建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到今年12月
底，市级公立医院、其他市级卫生
健康单位、各城区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要全部完成宁波市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单位创建的工作目标。按
照四分类要求（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实现生
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并强化源头减
量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控制全市
卫生健康系统垃圾总量增长率在
1％以内、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到60％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到100％。同时，全面提升生活
垃圾分类质量，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监督检查、加强宣传引导，
切实完成示范单位创建进度安排。

为高质量完成示范单位创建工
作，市卫健局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
如，特邀宁波分类办和宁波卫健委专
家进行现场指导，建立和完善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长效机制；组织相关单位
到示范创建成功的宁波市中医院现场
学习参观；与市分类办联合对示范创
建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开展情况进行专
项检查，发现问题62个，下发整改
通知15份；通过考核排名等方法，
促进各单位主体责任落实管理制度，
全面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效。

全市卫生健康系统

争当垃圾分类“示范生”

本报讯（记者 胡瑾中） 近
日，根据省、宁波市重大动物疫病
防控工作要求，市畜牧兽医发展中
心对辖区内的两家奶牛养殖企业开
展了布鲁氏杆菌病、结核病（通称

“两病”）检测，以维护公共卫生
安全。

据了解，奶牛“两病”，是两
种严重威胁畜牧业稳定发展和人民
生命健康安全的人畜共患传染病，
可通过皮肤、黏膜、消化道和呼吸
道感染。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我国

均将这“两病”列为二类动物疫病，
实行奶牛“两病”定期检测制度。

今年是我市引入第三方检测公
司参与奶牛“两病”检测工作的第
一年，检测经验丰富且在浙江省内
具有较好口碑的北京中科基因技术
有限公司参与了本次奶牛“两病”
检测工作。在检测过程中，该公司
严格按照检测操作规程，对每头应
检奶牛进行认真检测。截至目前，
共检测了奶牛2400余头，没有发现
一例病牛。

我市加强奶牛“两病”检测

确保群众喝上“放心奶”

近日，兰江街道江南新城
社区举行了一场以“感恩志愿
者 互助一家亲”为主题的篝
火晚会,现场热闹非凡，志愿
者们载歌载舞，传递了友谊和
感恩之情。 记者 陈则宏摄

感恩志愿者感恩志愿者

互助一家亲互助一家亲

■本报记者 张敏

一个秋雨潇潇的夜晚，位于世南西路上
的某公司里开出来一辆奥迪车，不料左拐时
被路上一辆直行的白色SUV狠狠撞上。让
人惊呆的是，SUV车主王某竟以“回家拿
驾驶证”为由，一去不回。近日，王某迫于
压力向警方自首，交警认定王某肇事逃逸，
负该起交通事故的全责，并对王某作出了吊
销驾驶证、行政拘留的处罚。

事发时，奥迪车司机赵女士刚从公司下
班，打算驾车回家。公司出门就是世南西
路，当时由于天下雨，夜晚视线不清，赵女
士驾车左拐时，还特意留意了一下周围道路
的交通状况。

“当时没什么车，只有离我很远的地方
有车灯，我就打算过去了。”赵女士说。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赵女士终身难忘。
就在赵女士左拐之时，一辆直行的白色SUV
飞速开来，直直地撞上了赵女士的车。顿时，
奥迪车被撞得转了180°，一侧的两扇车门
被撞得凹进去了，地上一片狼藉，现场白烟四
起，赵女士在车内意识模糊。

另一边，王某则处在“眩晕”当中。清醒

后，他看见赵女士趴在车里哭，附近围观的路人
越来越多，有路人已经报警。因此，他内心十分
慌乱，便以“回家拿驾驶证”为由，逃之夭夭。

之后，赵女士被送医救治。据医生诊断，
赵女士为左侧创伤性气胸和左侧肾挫伤。目
前，经过救治，赵女士伤势已有好转。

接到报警后，交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调查
取证。由于王某失联，交警联系了王某的相关
联系人，对王某施压，敦促其自首。在巨大的心
理压力下，王某决定自首。自首前，王某到医院
向赵女士赔礼道歉，并赔付了一笔医药费。

据王某交代，当晚他和妻子因琐事吵架，
气愤之余开车出门。“斗气开车”车速过快，
加上雨天视野不清，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事发后，他内心慌乱企图逃避责任，这才做出
了肇事逃逸的糊涂事。

由于王某肇事逃逸，交警判定王某负事故
全责。在得知自己即将面对20多万的赔偿以
及自身几万元的车损时，王某哭了，悔不当初。

“警方对于交通违法行为一定会追究到
底，我们提醒各位车主，开车要遵守交通规
则，发生交通事故后，切勿逃避责任，否则一
旦被判定肇事逃逸，后悔就迟了。”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说。

“斗气”开车 肇事逃逸
一男子被吊销驾驶证和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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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峻达 通讯员 王董）
近日，梁周线狮子桥附近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
的交通事故。事故导致一辆大货车的车头发生
严重变形，车内有一名男子被困，情况十分危
急。接到报警后，交警、消防、医疗等部门迅
速赶赴现场营救、处置。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三辆涉事货车
打着双跳灯停靠在道路一侧，破碎的零件散落
了一地。其中，第三辆追尾货车受损情况最为
严重，车头右侧变形导致右侧车头及车门向驾
驶室内挤压。一名男子被困于副驾驶座，双腿
被变形的驾驶室死死卡住。

初步勘察现场情况后，救援人员立即协同
交警对事故路段进行了交通管制，以避免二次
事故的发生。随后，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
对大货车右侧车门进行了破拆作业，同时利用
液压顶杆、扩张钳对驾驶员位置进行内部扩
张，以减轻被困男子的疼痛。

经过数分钟的紧张破拆施救，最终成功救
出了被困男子，救援人员随即将其抬上了一旁
的救护车。经检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

据了解，事发前三辆货车正沿梁周线由西
向东行驶。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在最前方的一
辆货车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由于跟车距离较
近且雨后道路湿滑，紧随其后的两辆货车避让
不及，结果导致了追尾事故。

三车追尾
一人被困

本报讯（记者 胡建东 通讯
员 郑维君）近日，泾河线路面提
升工程经过20多天的紧张施工，
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在国庆节前实
现了全路段通车。

泾河线是位于河姆渡镇境内的
一条县道，道路起点连接寺慈线，
路线走向由北向南，途径汇头村、
杨家池新村、渡头新村，终点至河
姆渡遗址博物馆，线路总长1.812

公里。泾河线路面提升工程主要对路
面进行白改黑，施工内容包括路基、
路面、排水工程、交通安全设施、绿
化工程等。道路按三级公路技术标准
设计，路面宽度7米，设计速度40
公里每小时，道路主体工程由市公路
与运输管理中心负责实施，绿化工
程、东侧游步道等由河姆渡镇负责实
施，其他交通安全设施也已全部完
成。

泾河线提升工程完工

日前，梨洲街道办事处在城区主要道路绿化带树立了一系列以“讲文
明、树新风”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广告做成四叶草形状，清新自然，成为城
市道路上的一道新的风景。昨天，几辆车从谭家岭东路的一块公益广告牌旁
经过。 记者 张旭东摄

公益广告树新风公益广告树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