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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门口乱摆摊

网友“环境好vvu”：朗霞
街道崇文路499号（姚北实验学
校门口）存在乱摆摊现象。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朗霞中
队已派执法队员在放学时间加强
对该校周边无证摊贩的管理，6
月8日，执法队员发现无证摊贩
后，已对其售卖的物品进行扣
押。

安装车辆道闸

网友“余姚天鹅湾业主”：
天鹅湾小区在一处消防门正对面
安装了车辆道闸。万一发生火
灾，是否会影响消防车辆通行？

梨洲街道：经实地查看、了
解情况，道闸内停车区域由白云
商贸城负责管理，白云商贸城管
理方为了规范管理区域内停车，
在入口处安装了道闸，并不影响
消防车辆通行；小区门口的停车
桩已经由固定式改为活动式，如
消防车需要进入可即时取出，铁
门也可以由小区物业即时打开。

倾倒建筑渣土

网友“塘创园业主”：低塘
街道洋山村塘创园前面的山上，
每天都有倾倒建筑渣土现象发
生。

低塘街道：该项目为洋山村
牛钱、乌龟山、黄狼岙三地复耕
复绿工程，已经办理合法消纳
审批相关手续，并取得清运
证。下一步，洋山村会加强现
场施工管理，并做好周边环境
卫生工作。

通信基站位置

网友“yyybbb123”：桂语
兰庭小区东侧不远处有一个通信
基站，居民担心会有辐射，能否
拆除或搬迁该通信基站？

兰江街道：经调查核实，你
反映的通信基站由余姚铁塔公司
建设，站名为“宁波余姚万达广
场西搬迁”，基站类型为45米单
管塔，建设位置在兰江街道三凤
路东侧公共绿地（桂语兰庭小区
东侧），离桂语兰庭小区最近楼
宇 50米以上，安装于 2018 年
10月，早于桂语兰庭小区建设
时间，且该基站不在桂语兰庭小
区内。经向桂语兰庭小区房产公
司了解，其在售房时已明确告知
此处有通信基站。

为加快发展余姚市城区5G
网络建设，推进产业化结构调
整，实现5G智能化应用，提升
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5G体验，
我市已编制《余姚市5G通信基
础设施专项规划》并获市政府批
复。桂语兰庭小区东侧的通信基
站，符合该专项规划。

通信基站辐射均符合国家规
定。如市民对该通信基站的辐射
情况有疑问，可拨打客服电话
10096，联系铁塔公司对该基站
进行环评检测，或自行联系第三
方检测机构。

通信基站是现代城乡基础设
施之一，如拆除或搬迁该基站，将
影响桂语兰庭小区及周边无线信
号设备的使用，严重影响广大市
民的日常工作生活。

综上所述，该通信基站不会
拆除或搬迁。

记者 胡张远整理

■本报记者 张云霞

近段时间，史霍超每天上班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小区里转转，检
查楼道口是否有堆积物，居民楼前
是否有乱吊挂、毁绿种菜等现象，
劝导居民积极配合小区环境整治，
共同维护小区环境。

史霍超有 12 年社区工作经
验，2019年进入梨洲街道汇翠社
区工作，目前主要分管社区环境卫
生和妇联等工作。从去年开始，史
霍超做得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抓好
小区垃圾分类。

“我们社区从去年6月开始实
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工
作，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
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努力。”史
霍超坦率地说。据了解，汇翠社

区位于杭甬高速梁辉道口南面，
面广人多，去年社区管辖区域又
新增了南和新村、雁鸣新村两个
小区，截至目前共管辖10个住宅
小区，还有不少商铺。除了汇翠
花园外，其余小区都实行社区准
物业管理，因此社区在环境卫
生、物业等方面的管理难度较大。

“目前，我们在汇翠花园、
雁湖景苑等5个小区实行生活垃圾
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共设置了9个
垃圾投放点位。”史霍超介绍，从
摸底调查、入户宣传、上门走访
到集中宣讲、排摸确定投放点
位、垃圾分类督导，社区做了大
量工作。“光垃圾分类知识宣讲，
我们就开展了不下15次，社区工
作人员轮流进小区开讲，安排垃
圾分类趣味活动，提高居民对垃
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史霍
超说，推进垃圾分类“两定一
撤”（即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
放、楼栋撤桶并点）工作遇到了
不少难题，比如在汇翠花园设置
一处垃圾投放点位时，其中一幢

居民楼就有不少业主反对。“他们
认为垃圾分类小屋的位置离居民楼
近，怕有臭味。”在耐心倾听了居
民的诉求后，史霍超一边向他们
解释相关工作，争取居民的理
解，一边采取行动“现身说法”，
组织居民代表来到已经实行垃圾
分类“两定一撤”的雁湖景苑小
区参观，实地感受小区的整洁和
清爽，消除了居民的顾虑和担
忧，保障了汇翠花园垃圾分类工
作顺利推进。

“因为汇翠花园住户众多，有
些居民错过了垃圾投放的时间点，
就直接把垃圾袋丢在垃圾分类小屋
的卷闸门前，不仅破坏了小区环
境，也增加了保洁人员的工作量。
我们邀请综合行政执法人员一起劝
导、整治，目前情况有所改善，但
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提高居民的意识
入手。”为此，史霍超强化工作举
措，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巾帼志愿
者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红领集
市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农历大年三
十，她带着水饺和汤圆慰问辖区的

10多名垃圾分类督导员。
同时，在社区妇联工作中，史

霍超也是尽心尽责。她结合辖区
实际，组织妇女儿童积极开展各
类活动，如组织汇翠幼儿园的师
生、家长共同绘制垃圾分类宣传
画，扮靓垃圾分类小屋；组织巾
帼志愿者开展清洁家园、公筷公
勺宣传等；“六一”儿童节组织开
展“童心向党，我爱家园”绘画
活动等。

作为社区第四网格的网格长，
史霍超主动做好各项工作，为居民
排忧解难。日前，新余姚人吴先生
在小区里捡到了一只钱包，内有五
六千元现金，他第一时间把钱包交
到了史霍超手中。史霍超通过业主
微信群寻找失主，但一直无人认
领，于是，她到各个居民区张贴告
示，最后终于找到了失主。失主拿
到钱包后，感动不已。之前，还有
居民多次反映小区里有流浪狗出
没，史霍超联系了物业公司进行处
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回应群众
关切。

史霍超：

做好垃圾分类 擦亮美丽小区

■本报记者 张敏

“打人是不对，我知道错
了。”近日，在阳明派出所，当着
人民调解员的面，年近40岁的骆
伟向隔壁邻居秦光道了歉。俗话
说，远亲不如近邻，骆伟和秦光都
是阳明街道某村的租户，做邻居也
不是一天两天了，两家人为何会闹
进派出所呢？

此事说来话长。事发当天深
夜，秦光的朋友喊他去吃夜宵。刚
把房门关上，秦光突然想上厕所。

“家里门关上了，我懒得再回去，
就在租房外的空地上小便了。”

此时，骆伟正好开车带着妻子
黄萍萍回来。黄萍萍先下车回租
房，在路上遇到了随地小便的秦
光。

“小便的时候，我在看手机里
朋友发来的信息，没有注意周围的
情况。”秦光一不留神，小便溅到
了黄萍萍，黄萍萍无法忍受，出口
指责了秦光。

被黄萍萍指着鼻子说了几句
后，秦光心生不满，当即回了嘴。
恰好此时，骆伟停好车过来了，看
到此情此景，误以为秦光对自己老
婆“耍流氓”，当即火冒三丈地冲
了过去，三两下就把秦光摔在了地
上，导致后者的右手肘和腹部轻微
挫伤。

此时的秦光也顾不上和朋友的

邀约了，立即打电话报了警。市公
安局阳明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将两
人传唤到了派出所。

两人先后来到派出所，那时离
纠纷发生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秦光
和骆伟显然冷静了许多。骆伟反思
了自己动手的行为过错，秦光也认
为自己有不妥之处，双双申请调解
员介入纠纷。于是，阳明派出所调
解员张彭军对两人的矛盾进行了调
解。张彭军在调查完事情的来龙去
脉后，认为秦光随地小便不文明，
骆伟动手摔人也不对，双方“各打
五十大板”，鉴于秦光的轻微伤，
骆伟赔偿秦光一笔费用，双方就此
和解。

阳明派出所调解员张彭军：邻
居之间的矛盾纠纷，大多由生活琐
事引发，此次秦光和骆伟之间爆发
矛盾，原因追究起来令人哭笑不

得。首先，秦光随地小便不文明，
如今，就连三岁孩子都知道不能随
地大小便，作为成年人，秦光更应
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公共场所
做出如此不文明的举动违背了公序
良俗，还引来了邻居的不满，这是
他要反思的地方；其次，骆伟动手
摔人的行为太过冲动，我们经常
说，凡事要三思而后行，这次秦光
只是轻微挫伤，若是对方伤势严
重，那可想而知，骆伟将付出更大
的代价。

此次矛盾还涉及一个老生常谈
的话题，那就是邻里之间的“界
限”。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区域，遇
到问题和矛盾时，采取冷静还是冲
动的处理方式，所造成的结果截然
不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与邻为
善，其乐融融。

(文中涉事三人均为化名)

随地小便不文明 动手摔人也不对
本报讯（记者 胡张远 通讯

员 周清）“现在卫生室的预检分
诊是怎么操作的？”“消毒后有没有
及时记录？”连日来，市中医医院
凤山街道分院陆续对辖区内11家
村卫生室、4家社区卫生服务站进
行医疗机构医院感染专项检查，进
一步落实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下的院感管理措施。

此次检查总体情况较好，各
医疗机构均能主动落实疫情防控

要求，并依照实际及时调整防控措
施。各项措施基本落实到位，但部
分医疗机构存在双向防护欠缺、日
常清洁消毒记录不全、医疗废物处
置有待进一步规范等问题。

下步，针对专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医院将梳理汇总反馈至相关
网格监管员，采取“回头看”方式
就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追踪督
导，确保相关问题整改到位，全力
落实院感防控要求。

市中医医院凤山街道分院

开展医疗机构院感专项检查

■本报记者 张敏

昨天是今年高考的最后一天。
众所周知，高考期间考点附近禁止
鸣笛，但有些司机还是“心大”，
在禁鸣区域按喇叭，这不，被交警
抓了个现行。

10日上午10点左右，市民陈
先生驾驶着一辆轻型栏板货车途经
新西门路和四明西路路口。左转弯
时，陈先生遇到了红灯，就老老实
实地排队等待信号灯转绿。然而，

当绿灯亮起时，陈先生前面的一辆
车迟迟不动，他一心急，就按了两
下喇叭。

喇叭声特别刺耳，正在一旁执
勤的交警黄益挺示意陈先生靠边停
车。停车时，陈先生还一脸迷
茫，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违反交
通规则的事。黄警官详细地告知
陈先生被拦下来的原因。“我跟他
说，高考期间考点附近禁止鸣笛，
他刚才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
通安全法》，要被罚款50元。”黄

警官说。
直到此刻，陈先生才意识到这

里离高考余姚中学考点很近。“哎
呀，我不是故意的，要是意识到附
近是考点，我肯定不会鸣笛。”陈
先生态度诚恳，表示对交警的处罚
没有异议，同时也表示今后会多加
注意，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高考考点附近禁鸣，在禁鸣
区域里，我们放置了多块禁鸣标
识，有些司机粗心大意，既没有意
识到这是考点附近，也没有看到禁

鸣标识，违法鸣笛，我们发现一起
就查处一起。”黄警官说。

当天上午，在该路段，不到半
小时的时间里，黄警官就处罚了3
起违法鸣笛行为。“我们还是要提
醒一下司机，开车时保持精神高
度集中，要注意路边的交通标
识，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节点，
更要留意各大平台发布的交通管制
公告和注意事项，服从交警的指
挥，共创文明出行的交通环境。”
黄警官说。

考点附近禁鸣喇叭
交警半小时内处罚3名按喇叭的司机

近日，阳明街道丰山前村举
办“端午送清风 巧手寄廉洁”
端午节主题活动。在村文化礼
堂，心灵手巧的大妈大嫂亮出绝
活，卷叶、放米、扎线一气呵
成。当天，大家共包了200多个
粽子，随后将煮好的粽子和茶叶
蛋分送给该村 80 周岁以上老
人，为他们带去节日的问候和祝
福。 记者 沈建阳摄

端午送祝福

本报讯（记者 胡张远）“在
家门口就能让30多公里外的市级
医院专家亲自给我做B超检查，还
不用预约、排队，实时出报告，这
服务太好了，大大方便了我们老百
姓！”6月9日下午，一场新颖的义
诊活动在市妇幼保健院（市二院）
鹿亭分院进行，有了全新就医体验
的患者们对此赞不绝口。

在鹿亭分院门诊二楼B超室
内，一名患者正在进行甲状腺结节
筛查。为他检查的医生，是远在
30多公里外的市妇幼保健院（市
二院）超声科副主任曾益林。随着
机械臂的灵活移动，患者的超声图
像通过远程超声机器人诊断系统，
实时发回市妇幼保健院 （市二
院）。短短几分钟后，曾益林就开
出了超声诊断书，将其传回鹿亭分
院。鹿亭分院的临床医生凭借这份
诊断书，对患者的病情有了更清晰

的了解，对下一步诊疗方向也有了
更准确的判断。

据了解，超声机器人技术是先
进的远程超声诊断技术，由医生
端、病人端通过通信网络进行连
接，医生端远程控制病人端的机械
臂和超声机器进行实时操作、扫
查，其图像实时发回病人端，供当
地医生诊断。

此次义诊活动中，共有10名
鹿亭乡患者接受了超声机器人检
查，医生对其中检查出异常情况的
患者进行了登记，方便下一步跟进
治疗。“这项技术为鹿亭乡居民提
供了零距离健康守护，也提高了鹿
亭分院的超声检查质量，为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
鹿亭分院相关科室医生告诉记者，

“今天是远程超声机器人诊断系统
试运行第一天，接下来，我们将不定
期开展远程B超会诊服务。”

远程超声机器人造福山区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