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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风采

■本报记者 张云霞

“以前都是黑灯瞎火地走出
门，现在装了路灯真好，亮堂堂
的，安心多了！”“是啊，再也不
用摸黑回家了，这些路灯不但照
亮了村道，而且照亮了大家的心
房！”……夜幕降临，马渚镇瑶
街弄村老年活动室至杨巷自然村
的路灯准时亮起，让村民们倍感
舒心。

近日，瑶街弄村乡贤施岳
荣、周久根、沈亚国共同出资捐
赠100盏左右的路灯，点亮了村
民出行的道路。

“我们瑶街弄村一共有14个
自然村。以前，村里连接各个自
然村的主干道上没有安装路灯，
一到晚上黑漆漆的一片，给村民
出行带来了不便，行人和车辆的
安全难以保障。”瑶街弄村党总

支书记魏君文告诉记者，近年来村
民们想要安装路灯的愿望越来越强
烈，“村里也想安装路灯，但是因
为涉及资金较大，实施起来并不容
易。”

为解决群众晚上出行难的问
题，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今年，瑶
街弄村新一届村委班子成员将安装
路灯作为一项民生实事来抓，积极
发动乡贤捐资奉献爱心，共建美丽
乡村。得知村里要安装路灯一事
后，长期在外地经商的沈亚国表示
自己愿意出资为村里实施道路“亮
化”工程。“阿拉都是瑶街弄村
人，村里办实事、办好事，阿拉也
要出一份力！”同样在外地经商的
施岳荣、周久根两人得知这一消息
后，也积极响应，决定“众筹”安
装路灯。上月，瑶街弄村村委的银
行账户里“多”出了15万元，原
来施岳荣、周久根、沈亚国三人商

量后，每人捐资5万元，把钱打进
了村里的账户，村道“亮化”工程
开始启动。

“根据安排，一共要安装100
盏左右的路灯，现在已经安装了
40多盏。”魏君文说，目前村老年
活动室至杨巷自然村、瑶街弄东片
连接斗门这两条村道的路灯已经完
成安装和亮灯，这几天，工人们正
在抓紧时间对大河桥至三十里牌这
一段路安装路灯。“预计这个周末
可以完工，到那时，三条原本黑灯
瞎火的村道就灯火通明了，村民再
也不用担心走夜路了。”

“真要感谢这三位乡贤，为村
庄建设出了不少力。”魏君文感动
地说，这三位乡贤虽然已经外出工
作、经商二三十年，但是他们始终
心系家乡发展，齐心协力为家乡干
实事。去年，施岳荣、周久根共同
捐资10余万元用于村庄道路拓宽

和硬化工程；去年疫情期间，沈亚
国出资3万余元购买抗疫物资并慰
问志愿者，助力疫情防控，鼓舞了
大家战胜疫情的信心。“每当村里
有需要，他们总会第一时间响应支
持，以前村里举行门球比赛，也是
他们共同出资购买器材、服装等，
提供活动经费，丰富了村民的文化
生活。”

“他们不忘父老乡亲，积极回
报家乡，为推动乡村振兴作出了积
极贡献。”魏君文说，近年来，瑶
街弄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
村居住环境和群众生活水平得到了
大幅提升。前不久，瑶街弄村荣获
华东“醉美油菜花村”称号。今
年，该村又在积极创建浙江省文明
村。在乡贤的示范引领下，近年
来，该村里涌现出了不少身边好
人、爱心企业家，一股“见贤思
齐”之风在村庄里悄然盛行。

瑶街弄村三位乡贤捐资15万元

百盏路灯点亮村道照亮人心

■本报记者 张敏

“我说不行，他们非要我带
一下，唉，不管怎么说，都是我
自己做错了，我自己的错自己承
担。”昨天，30多岁的代驾司机
蒋小峰（化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坦诚了自己的错误，称自己
不该载客超员，更不该酒后驾
驶。

超载超员和酒驾是司机必须
避开的“雷区”，蒋小峰怎么全
给踩中了呢？事情还要从3月
31日午夜说起。当时，蒋小峰
受朋友的请托，为他的客户代
驾。“朋友说客户喝酒了，要我
代驾，将人送到玉立路上的一家
酒店。既然是朋友叫的，我就去
了。”蒋小峰说。

到了目的地，客人“鱼贯
而上”。蒋小峰才发现，坐上来

的有5人，连带自己就是6人，可
车子核载只有5人，超载了1人。

“我马上跟他们说超员了，如果超
载的话，我就不带了。”蒋小峰
说，“可是他们不干，说挤一下就
好了，不会有事的，在我说不带
了之后还生气了，我想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就抱着侥幸心理上路
了。”

蒋小峰没有想到，当时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江北中队的交警就在阳
明街道西石山北路设卡查酒驾。4
月1日凌晨时分，当蒋小峰开着车
来到西石山北路155号附近时，被
交警拦下。因蒋小峰实施驾驶营运
客车（不包括公共汽车）以外的其
他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
20%的违法行为，按照道路交通安
全法，交警给蒋小峰开具了驾驶证
记6分、罚款100元的罚单。

收到罚单后，受客人的再三请

托，蒋小峰带着5位客人中的4人
继续前往酒店，之后再返回交警设
卡点，欲将余下的一人送去酒店。

然而，就在蒋小峰回到设卡点
的时候，再次被交警拦下了，原因
是他身上有酒味。随后，交警对蒋
小峰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检测结
果为39mg/100mL，属于酒后驾
驶。

明明没有喝酒，怎么会被测
出酒驾？蒋小峰思前想后，终于
想起自己曾在3月31日下午四五
点钟的时候，在家里喝了点药
酒。“我喝得不多，再说都过去六
七个小时了，照理来说应该不会
再被测出酒驾了。”蒋小峰百思不
得其解，又将自己的日程向交警
仔细地回溯了一遍。

“将4位客人带到酒店后，我
买了一瓶冰糖雪梨饮料，喝了之后
感觉不太舒服，有点反胃，可能就

是这个原因，导致我被查出酒驾，
早知道，我就不喝那瓶饮料了，或
者不喝那几口药酒了。”蒋小峰说。

千金难买“早知道”，由于蒋
小峰酒后驾驶，被交警处以暂扣驾
驶证6个月并罚款的处罚。“不管
过程怎么样，做错就是做错了，我
自己的错自己认。”蒋小峰说。

“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和酒精摄
入量不同，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速
度都有差别，有的人隔了一晚上，
酒精也没有完全从身体内排出，仍
会影响驾驶时的精神状态。交警部
门对酒后驾驶的认定，是根据相关
检测结果来决定的，具体什么时间
喝的酒，对认定工作不构成影
响。”交警提醒广大司机，“还是那
句老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必要的时候，要将喝酒后的

‘消化’时间延长，直到酒精完全
排出体外，才能继续驾驶车辆。”

代驾超员被查后 又被查出酒驾
代驾司机：自己的错自己承担

■本报记者 朱从谷

“您提交的角膜捐献登记申请
已受理，您已成为角膜捐献登记志
愿者……”

“您提交的遗体捐献登记申请
已受理，您已成为遗体捐献登记志
愿者……”

前不久，丈亭镇中心小学教师
柳雪华接连收到宁波市红十字会发
来的手机短信，这意味着她圆了
20多年前的一个心愿，也让她成
了该镇首位遗体（组织）捐献的教
师志愿者。

“20 多年前，我在 《读者文
摘》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
我国每年有几十万人需要器官移
植，但仅有极少数人能获得救命的
器官，完成移植手术，重获新生。
由于根深蒂固的观念，人去世后要

‘入土为安’，这是可供移植的器官
来源匮乏的关键原因。”1971年出
生的柳雪华告诉记者，当时20来
岁的她，就暗下决心要做一个捐献
器官和遗体的志愿者。

“可是，由于多方面原因，这
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柳雪华
说，参加工作以后，她跟身边的
好多人打听过这件事，可能大家
对捐献器官、遗体方面的信息了
解甚少，说要去公证处公证等
等，手续比较麻烦。

“其实这是误解、误传……”
柳雪华说，直到今年1月，她在学

习急救知识时，特意跟市红十字会的
工作人员打听器官和遗体捐献方面的
消息。“原来，捐献手续并不复杂，
根本不存在传言的公证环节，只要征
得近亲属一致同意，在红十字会网站
下载并填写《宁波市遗体（组织）捐
献登记志愿书》，然后既可以网上发
送志愿书，也可以将打印材料递交到
所在乡镇（街道）红十字会，经区县
（市）红十字会确认办理登记手续并
颁发登记卡即可。”

征得近亲属一致同意后，柳雪华
填写了《宁波市遗体（组织）捐献登
记志愿书》，并获得了市红十字会批
准。

20多年的心愿一朝了却，柳雪
华如释重负。但是，柳雪华还有个小
小的遗憾。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必须
18～45 岁 登 记 ， 你 已 经 超 龄 了
……”在办理遗体（组织）捐献登记
志愿时，柳雪华向市红十字会申请做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被告知登记
晚了。“如果想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一定要趁早。”柳雪华对记
者说。

“遗体捐献真的不是一件了不得
的事，这都是死后的事情了，无非是
你用自己的遗体做一些事情，这不是
很平常吗？”柳雪华说。

据悉，扎根乡村教育事业30多
年的柳雪华，曾被授予市优秀少先队
辅导员、优秀教师、师德标兵等荣誉
称号。

柳雪华：

让生命如花绽放

■本报记者 陆燕娜

爱车无端被划，这种事不论谁
碰到都会觉得恼火。近日，家住兰
江街道江南新城西区的鲁女士就碰
到了这样的糟心事。

“咋几，谁的手这么贱啊，好
好的车停在小区里，被划成这
样。”4月2日上午8点多，鲁女士
在江南新城第九网格微信群里气愤
地抱怨，一时间激起了群友的热
议。“变态啊，做出这种事”“我前
几年刚买的车没几天也被人划了”

“我也是刚换了车被划，且轮胎也
被戳破”……一说起这件事，网格
微信群里的其他业主也是止不住地
愤怒。随后，记者联系到鲁女士了
解相关情况。

4月2日早上，鲁女士和往常
一样送孩子上学。起先，她并没有
注意到车辆被划的情况，只是在行
驶过程中发现车辆方向盘偏移，于
是她将车开到了4S店维修。谁知
到了4S店，工作人员一眼就发现
她的车子划痕严重，鲁女士听到
后，一脸茫然，将信将疑地检查了
车身。“我真的又心疼又气愤啊，
划痕从前保险杠一直延伸到驾驶室
的位置。这些痕迹很明显就是有人
故意用那种尖锐的东西划出来
的。”鲁女士仔细检查了划痕，怀
疑就是4月2日被划的。“因为这
个划痕看起来是‘透骨新鲜’的，
油漆粉末都还在。”

看着这些划痕，鲁女士是怎么想
也想不明白。“昨晚我的车子就停在
自己楼下，当时我停车的位置是不影
响其他车辆通行的，并且我还在车头
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如果需要的
挪车的话，也可以立刻联系我，大可
不必划车吧！”

为什么停车停得好好的，还会被
划？着实是气不过，鲁女士就在网格
微信群里抱怨此事。无独有偶，近两
年里，微信群里竟然有三四位业主碰
到过类似的事。“小区必须安装摄像
头了”“强烈要求装摄像头”“这个摄
像头应该要装”，不少的业主在微信
群里呼吁。

据了解，目前江南新城小区只有
公安部门在小区出入口安装的摄像
头。记者来到了该小区的安居物业，
物业管理人员俞欣荣说，其实他们物
业也十分无奈，由于资金和安装布线
等问题，小区暂时也难以安装全覆盖
的摄像头。但是，针对这种现象，他
表示，会加强日常的保安巡查工作，
以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也请业主提
高警惕。另外，他们也会和业委会一
同向社区、街道反映，看能否在小区
内安装摄像头。

据悉，鲁女士的爱车需要三面喷
漆，车损约2000元。目前，鲁女士
已经向兰江街道派出所报案。

警方提醒：故意损坏公私财物将
处以 5~10 天的治安拘留，故意损坏
公私财物价值在 5000 元以上的会被
追究刑事责任。

爱车无端被划引热议
警方提醒：故意损坏公私财物，严重的会被追究刑责

■本报记者 叶葵
通讯员 徐晟杰

4 月 3 日 10 时 51 分，在
G92 杭 甬 高 速 往 杭 州 方 向
265km+400m(余姚境内)处，一
辆白色小轿车失控撞上了路边
护栏，随后车辆抛锚在第三车
道上。由于正值清明小长假，
车流量较大，后方车辆纷纷减
速避让，现场真可谓险象环生。

高速交警和施救人员迅速赶
赴现场处置。然而，在处置的过
程中，驾驶员余女士似乎“失
忆”了，她既不知道事故是怎么
发生的，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为
什么在车上，就连自己是什么时
候上的高速也想不起来。

对此，反倒是在一旁的儿子
比较镇定。他告诉高速交警，当
天他们是回海宁去的，早上爸爸
把他送到妈妈的车上，他坐在后

排，妈妈开车上了高速。发生事
故的时候，他因为人小也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感觉车子
摇晃了几下后就听到“嘭”的
一声。好在他系了安全带，因此
在这么剧烈的碰撞过程中才没有
受伤。

随着时间的推移，余女士也慢
慢恢复了“记忆”。余女士称自己
当时感觉要和边上的一辆车发生碰
撞，就猛打了一把方向，结果导致

车辆失控撞上了护栏。而刚才的
“失忆”其实是因为碰撞太过剧
烈，导致神经过度紧张后使人发懵
造成的。最后，因为是余女士自己
操作不当，所以她要负担此次事故
的全部责任。

高速交警提醒：安全带是生命
带，前排后排都要系好；车辆高速
行驶时切不可猛打方向、猛踩刹
车，否则很容易造成车辆失控，引
发交通事故。

车祸之后妈妈“失忆”
系着安全带的儿子还原真相

4 月 7 日，在临山镇味香
园滨海葡萄基地，种植户正在
大棚内修剪葡萄藤、摘除副
芽，以确保主芽生长所需的养
分。连日来，葡萄种植户忙着
做好葡萄藤修剪、“摘芽”和
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确保葡萄
优质高产。 记者 黄静波摄

修
剪
葡
萄
藤

这几天，正是晚樱烂漫的时节，很多人选择去山区踏青赏春。日前，在
大岚镇雅庄村有一棵“樱花王”正在盛开，吸引着许多游客观赏游玩。

记者 陈则宏摄

晚樱盛开迎客来晚樱盛开迎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