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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丽芸）近日，
在市社区组织服务中心，王红岩为
30名家长作了一场以“陪伴青春
期”为主题的公益讲座。王红岩说：

“这是青少年公益大讲堂的第一期
活动，之后每个月我们都会举办一
期这样的活动，以帮助家长更好地
了解自己孩子的性格特征，增进家
长与孩子的有效沟通，促进孩子的
健康成长。”

出生于1984年的王红岩，是
市海燕公益服务中心青少年公益团
队的负责人。其实在成为一名心理
咨询师、青少年公益志愿者之前，
王红岩是一名护士，有着一份让许
多人羡慕的稳定工作，但她心中始
终藏着一份公益情怀。为了把自己
对心理咨询和志愿服务的热爱付诸
实践，2015年在卫生系统工作了
十年的王红岩突然辞职了，“一意

孤行”地踏上了学习心理学知识和
投身于青少年公益服务的道路。
2018年，王红岩与一群志同道合
的朋友一起成立了市海燕公益服务
中心，而她也成为了该中心青少年
公益团队的负责人。

元宵节送汤圆给外卖小哥，世
界水日培养青少年的节水意识，暑
假开展青少年防溺水知识讲座，围
绕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姚城青少
年志愿者环保活动，以及开设“玩
转科学”青少年公益科普大讲堂
……近年来，王红岩围绕我市中心
工作，结合传统文化节日、风俗习
惯等，组织开展了138场形式多样
的志愿服务活动，形成了志愿服务

“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良
好氛围。同时，她还组建了健康公
益小天使、文明小天使、公益小导
游等队伍。

为推动活动取得实效，王红岩
坚持在活动形式、活动内容上下功
夫。2018年8月，青少年公益团
队开展了“阿拉都是余姚人”活
动，由市实验学校的学生带领东南
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一起游余姚。

“民工子弟的孩子非常重视和珍惜
这次活动。大家都说通过这个活
动，认识了余姚，喜欢上了余姚，
也想要一直留在余姚。而实验学校
的孩子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努力、
奋进的精神。”王红岩告诉记者，
虽然为这个活动熬了好几个日夜，
但是看到孩子们开心，她也就非常
满足。

除了开展好志愿服务活动外，
王红岩还创办了合慧健康工作室，
致力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志愿服务工
作。在一次活动中，王红岩发现有
一个孩子一直咬指甲，这是焦虑症

的一种表现。于是，她主动联系这
个孩子的家长了解相关情况，并传
授其亲子教育的技巧。原来，这个
孩子是因为在学校长期被同学欺负
以致压力过大才产生焦虑症的。因
此，王红岩在之后的几次活动中，
特意给这个孩子创造更多展示自我
的机会，让他能轻松地参加集体活
动。同时，王红岩还叮嘱这位家
长要多关注孩子。“过了一段时
间，这位家长特意给我发来了一
条长长的微信以示感谢，并说现
在孩子已经改掉了咬指甲的不良
习惯，整个人也变得开朗了。这
样的结果，让我更加坚定了继续
做好心理健康志愿服务工作的信
心与决心。”王红岩告诉记者，今
年以来她还积极通过线上咨询的
方式，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主题
为广大青少年和家长解疑释惑。

王红岩：公益路上坚定前行

本报讯（记者 杨峻达） 来
自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的消
息，鹿亭中村景区和宁波余姚智
谷机器人小镇于近日正式被批准
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至此，我
市已有8处国家3A级旅游景区，
3处国家4A级旅游景区。

鹿亭中村景区位于我市鹿亭
乡东南部，是宁波进入鹿亭乡的
东大门，与海曙区章水镇童皎村
接壤，全村总面积为 8.2 平方公
里，由中村、算坑两个自然村组
成，现有村民 735 户，总人口
1946人。中村村历史悠久、风景
秀美，古村落布局犹如一副中国
象棋的棋盘，故有“棋盘村”的

美誉。区域内有金牛山、算坑次
森林等自然景观，有白云桥、仙
圣庙、古戏台、中村战斗纪念碑
等人文景观，还有舞龙、沙船、
抬阁等民俗风情资源，以及竹木
制品等风物特产。

近年来，中村村紧紧围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
色发展理念，充分整合四明山区
域生态发展等各类资源，在守护
好一方水土的同时，积极发展乡
村休闲旅游产业，培育乡村民宿
经济；累计投入 4000 余万元开
展了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通过
修缮民居民宿、完善基础设施、
整治环境卫生，使村容村貌得到

了美化提升。
随着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中村村涌现出了树蛙部落、三间
爿等网红民宿，并创办了村级农
合联服务社，使农产品成为了旅
游商品，助推山区农户增收致
富。据悉，中村村于2012年被列
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6 年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

宁波余姚机器人智谷特色小
镇，位于我市三七市镇，与宁波
市江北区接壤，小镇规划面积为
3.4 平方公里，功能布局为“一
核、两轴、五区”。其中“一
核”，依托城市客厅、机器人产业

体验公园，形成了集商业商务、
旅游展览、公园体验等功能于一
体的公共服务集结地，为园区提
供了产业配套服务。

该小镇从区域发展的全局出
发，统一规划，整合资源，大力
推进“旅游+”，促进旅游和机器
人产业融合、旅游和小镇发展融
合，全面增强小镇旅游新功能，
形成了以机器人生产设计为核心
的系列旅游产品，将智能制造、
柔性生产线、无人车间作为主要
看点，打造机器人柔性自动化生
产线、智能工厂等工业景观，带
动了科普教育、商务考察等工业
观光旅游业态的发展。

我市新添两处国家3A级旅游景区
目前全市已有11处国家A级旅游景区

本报讯（记者 胡建东） 近
日，消费者孙先生来到丈亭市场监
管所投诉，称家中安装的热水器漏
水了，导致旁边的地板和墙面渗水
发霉，店家上门检查修理了几次，
仍未解决问题，双方多次协商也未
果。因此，孙先生希望市场监管部
门帮他解决这个消费纠纷。

年事已高的孙先生说，这台
热水器是他4年前在丈亭镇某电
器店花1400元购买的，由店家安
装在其家中的顶层阁楼上。由于
平时家人也不去阁楼，因此一直
到近期才发现热水器存在漏水现
象，并导致地板和墙面发霉了。

孙先生认为是店家没有正确
安装热水器的出水管，才导致了
漏水问题，据此要求店家承认自
身的安装问题，并赔偿由此所产
生的经济损失，合计约3000元。
店家却表示，孙先生所说的出水
管其实是热水器的出气管，而他
们是按照正确的方式安装的，漏
水是由水管阀门本身的问题或水
压过高造成的，他们并无责任。
为此，孙先生4次上门与店主协
商，但是都没有结果。

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丈
亭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立即联系
店家了解情况，并召集双方进行调

解。调解中，孙先生表示赔偿多少
钱并不重要，但是店家必须承认是
热水器的安装出现了问题，否则他
会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店家则坚决认为不存在安装
错误的问题，而且热水器也早已超
出了保修期。

其间，双方情绪越说越激动，
眼看就要吵架了。工作人员及时调
停，并向双方做好说服工作。因为
时间过去太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
起漏水的，双方都很难提供有效的
证据，而热水器本身又不存在质量
问题，所以工作人员建议双方各退
让一步，由店家赔偿消费者部分损

失。
冷静下来之后，双方接受了这

一建议，并就赔偿金额达成了一
致意见：由店家赔偿孙先生600
元，其它一概无涉。

丈亭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提
醒消费者:在安装家用电器时，一
定要仔细检查是否存在安装问题，
一旦发现异常情况要保护好现场，
并收集保存好相关证据，以免在后
续维权中处于被动地位；对商家而
言，在遇到此类事情时不能一味地
推卸责任，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力争妥善解决问题，毕竟良好的信
誉才是经营的立足之本。

四年前买的热水器漏水了
经调解，店家向消费者作出适当赔偿

昨日，鹿亭乡白鹿观景台秋
色如画，游客纷至沓来，纷纷拍
照留念。

记者 张旭东摄

观景台赏秋

本报讯（记者 胡瑾中）“作
为军属享受免费健康体检，我感到
很荣耀。”昨天一大早，阳明街道
组织农村现役义务兵父母等优抚对
象免费健康体检，鲁先生走进市人
民医院阳明街道分院，高兴地接受
了健康体检。

我市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
从今年起，对我市户籍的农村现役
义务兵父母等优抚对象提供免费健
康体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卫
生健康局和市财政局结合我市第四
轮第二批重点优抚对象体检活动，
确定参加免费健康体检对象为：农
村现役义务兵（2018年、2019年
入伍）父母和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
烈士遗属；重点优抚对象（享受定

期抚恤补助的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病故军人遗属、在乡残疾军人等）。
据统计，全市共有1174人，其中
农村现役义务兵父母共769人。

此次免费健康体检以自愿自主
选择和就近就地组织为原则，有我
市户籍的农村现役义务兵父母和享
受定期抚恤补助的烈士遗属，每年
享受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其他重点
优抚对象每3年享受一次免费健康
体检。原则上由户籍所在乡镇、街
道符合条件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泗门镇为市四院）承检并
建立健康档案。异地入伍的农村义
务兵父母健康体检，由义务兵父母
户籍所在地组织。此次免费健康体
检要求在11月15日前完成。

我市推进新时代拥军优属政策落地

农村现役义务兵父母等
优抚对象可免费健康体检

■本报记者 张敏

11月10日上午8点左右，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民警孙勇
能在南雷南路和梁周线的交叉路口
执勤时，发现一辆水泥搅拌车车牌
被泥巴遮挡了，遂将该车拦下。

当时，这辆水泥搅拌车正从梁
周线由西往东行驶，当行驶至南雷
南路和梁周线的交叉路口时，按照
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慢慢转弯掉头。
正在执勤的孙勇能看到了这一幕，
为保障水泥搅拌车四周的行车安
全，他快速上前就近指挥交通。

然而，当孙勇能走近水泥搅拌
车时，却发现车牌有问题。“车牌
上有两个数字被泥巴糊住了，还有
一个英文字母L的下半部分也被泥
巴遮挡，仿佛是数字‘1’。”孙勇
能说。

故意遮挡车牌！孙勇能见状示
意司机靠边停车接受调查。司机黄
某某下车后解释称“车牌被泥浆糊
住了，是因为冲洗的时候没冲干
净”。“冲洗车牌还挑着数字冲洗
吗？”面对质疑，黄某某最后承认
是为了躲避超限的电子拍摄，才故
意用泥浆将车牌上的部分数字遮挡

起来。
最终，黄某某因故意遮挡机动

车号牌，被交警处以驾照暂扣、记
12 分以及罚款 200 元的处罚。
同时，黄某某的B2驾照降级，且
两年之内不能重考，这意味着他两
年之内不能开货车。“不能开货
车，那我只能回老家种地去了。”
黄某某得知处罚结果后说。

黄某某遮挡车牌的违法行为是
“从众”还是“个例”？记者昨天联系
了黄某某所在的某建材有限公司负
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公司对水泥
搅拌车的管理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黄某某的所做所为是其个人行为。

随后，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
到，我市的确存在大型运输车辆为
了躲避超限检查而“龟速”行驶以
及司机故意遮挡车牌的现象。“故
意遮挡号牌是我们重点查处的交
通违法行为之一，我们提醒从事运
输行业的相关人员，要依法经营、
依法运输，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
理，以违法的手段来躲避处罚，最
终只会被法律严惩。”交警还表示，

“运输车辆要勤洗，特别是水泥搅
拌车更要洗干净车牌，以免产生不
必要的麻烦。”

糊泥巴遮挡车牌 罚！

昨天，一名园林工人在四明湖湿地公园修剪绿植。作为梁弄镇著名的
网红景点之一，管理部门对该湿地公园的绿化进行了修枝除草和落叶清
理，为游客休闲、赏景提供便利。 记者 张旭东摄

绿化修剪

昨日上午，宁波市城市管理义务工作者协会、“小卷毛”公益服务
队、树兰医院等多个团队在名仕花园东北侧广场分别开展了义剪和义诊活
动，为200多位市民免费理发、测血压、测血糖，以及进行口腔和眼科检
查等，获得了市民们的点赞。 记者 胡张远摄

公益服务进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