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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云霞

“大妈，您是来打第二针的
吗？”“今天这里接种的是第二针，
要打第一针的人麻烦下次再来！”
昨日上午8点，位于马渚文体中心
的马渚镇新冠疫苗方舱式接种点人
头攒动，来自附近企业的员工和居
民在排队等候接种疫苗。余姚“战
狼”户外公益救援队的队员早早来
到现场。作为志愿者，他们不厌其
烦地提醒现场群众注意疫苗接种的
有关事项，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
队员们忙碌的身影，成为疫苗接种
现场一道独特的“志愿红”。

自3月24日马渚镇新冠疫苗
方舱式接种点开放以来，“战狼”
救援队就坚守在疫苗接种点，做好
咨询服务、秩序维护、宣传引导、
应急救助等志愿服务工作。

“只要是疫苗接种点开放的时
间，就有我们‘战狼’的身影，
一般每次安排 6 名以上队员执
勤。”“战狼”救援队队员施庆荣
说，“每次接到疫苗接种点开放的
通知后，我们就会在队员微信群
里发布消息，马上就有很多队员
报名响应，非常积极！”

“我们为现场群众发放疫苗接
种宣传资料，一遍遍地询问他们的
接种情况，帮助他们做好手机注册
登记等工作，一天下来还是挺累
的。”施庆荣说，队员们每次执勤
超过8小时，遇到接种任务量大的
时候，中午和晚上配合医护人员加
班加点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大家
从没喊过一句辛苦，没有一句埋
怨，都是默默地做好本职工作。

据了解，目前“战狼”救援队
共有35名队员，其中大部分是退

伍军人和党员，他们发挥带头作
用，不怕苦，不怕累，连续奋战，
助力疫苗接种工作。队员韩建忠、
张健、陈潇帅三人只要疫苗接种点
开放，他们没有落下过一次。“群
众来得早，我们也要早点去。”陈
潇帅说，疫苗接种点刚启用时，有
的群众早上6点多就在排队了，于
是他及时调整时间，第一时间到岗
到位。

在队员执勤时，也会遇到群众
不理解、不配合的现象。之前，有
一名老人为了早点接种疫苗而插
队，陈潇帅见状上前好言相劝，但
老人情绪激动，认为陈潇帅多管闲
事，阻挠他接种疫苗，于是把一肚
子火气撒到了陈潇帅身上。虽然受
了点“委屈”，但是陈潇帅还是耐
心地给老人做思想工作，最终获得
了他的理解和配合。

除了维护现场秩序外，队员们
还尽己所能去帮助特殊人群。对一
些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的老人等，
队员们会主动帮扶引导。有一次，
韩建忠发现一名70多岁的老太太
拄着拐杖，由老伴扶着在排队等候
接种疫苗。看到两名老人辛苦排队
的样子，韩建忠马上帮老人找来了
一张凳子，让其在阴凉处坐下休
息，还帮老人排队、填资料，让老
俩口感动不已。

“只要群众有需求，我们就会
及时提供帮助。”“战狼”救援队始
终将这条服务宗旨贯穿在应急救
援、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中。“接
种新冠疫苗是疫情防控最有效的手
段，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安全线，我
们会全力配合做好疫苗接种点的现
场执勤等工作。”“战狼”救援队队
长张东辉这样说。

“战狼”救援队

马渚镇新冠疫苗接种现场的“一抹红”

市民王先生来电咨询：
我儿子小军正在谈女朋友，两

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其女
朋友要求结婚必须要有房子。我想
把自己唯一的房产过户到小军的名
下，或者将现在的房子卖掉，然后
再买一套新房。可又担心，自己就
这一套房，万一以后发生变故，儿
子和儿媳妇把自己赶出家门而无房
可住。

请问律师，这种情况下，我该
怎么办呢？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汪宇波律师解答
如下：

该案涉及居住权方面的法律问

题。根据《民法典》第366条之规
定，居住权是为了满足生活居住的
需要，居住权人按照合同的约定，
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
益物权。

本案中，王先生可以与儿子
签订一份书面的《居住权合同》，
约定房子过户至小军名下，但王
先生有居住权，直至去世。这样
既解决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又将
房子过户到了自己的儿子名下，
满足了未来儿媳妇的要求。如果
自己将现在的房子卖掉，然后买
一套新房子，新房子登记在小军
名下，自己就与儿子签订一份
《居住权合同》，约定自己在世期
间享有无偿的居住权，这样就保
证了自己居住的权利，可解决万
一以后儿子和儿媳妇把自己赶出
家门而无房可住的尴尬困境。

只有一套房，万一发生
变故被赶出家门咋办？

本报讯（记者 胡瑾中 通讯
员 徐绿绿）近日，403公交车在
兰江街道四明西路宁波富诚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北侧增设了新的
停靠站点——富诚站，预计6月
中旬开通使用。

该站点投入使用后将为兰江
街道丰杨河村和郭相桥村村民及
宁波富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
周边企业员工的出行带来极大的
便利。

近年来，兰江街道加大资金

投入，加快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重点抓好建设畅通便捷的道
路交通网络。宁波富诚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北侧四明西路是新建
的公路，以前403公交车站从马
家站直达郭相桥站，考虑到新建

路段周边的丰杨河村和郭相桥村
村民及相关企业员工有交通出行
的需求，兰江街道与市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进行对接协商，在403
公交线路的马家站和郭相桥站之
间增设站点，以方便群众出行。

403公交车增设富诚站
预计本月中旬开通使用

近日，兰江街道锦凤社区服
务中心内，宁波市夕阳红志愿者
服务队队员在为 60 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免费拍摄证件照、留念
照，得到了辖区老年居民的好
评。 记者 陈则宏摄

为老人拍照

制图制图 邵天骊邵天骊

本报讯（记者 毛艳萍） 昨
天，我市入梅，比常年提早了4
天。一场阵雨，稍微缓解了闷热
感，昨天我市最高气温为30℃。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昨天
起，副热带高压缓慢北抬，冷暖空
气在长江流域频繁交汇，雨日增
多。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天阴有阵
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
雨，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强

雷电和局部8级以上雷雨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未来两天的最高气温依
旧维持在 29℃左右，闷热感持
续，出门还是要备好雨具，宜穿着
棉质透气类服装。由于“梅姑娘”
的“捣乱”，这几天梅农上山采摘
杨梅须小心脚下湿滑，且天气闷
热，要多喝水，做好防暑措施。

梅雨季节的到来，连这个端
午节也将在“梅姑娘”的陪伴下
度过了。市气象台预计，端午节
假期将有一次明显的阵雨或雷雨
过程，最低气温在24℃到25℃之
间，最高气温在29℃上下。

面对连续多雨的天气，我们
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当遭遇
恶劣天气切记要及时躲避，注意
出门安全。

昨日我市正式入梅
未来几天多阵雨或雷雨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沈辉

“小哥哥，妹妹最近要还房
贷，你能不能先接济我一点，我会
好好听你的话的！”“好好好，没问
题，只要‘妹妹’好，这点钱算什
么。”独自一人出差外地的江苏人
高某按捺不住内心的空虚寂寞，在
网上预约了“美女”，不料却掉进
了“桃色陷阱”。不但“美女”的
面没有见着，而且被骗了4600余
元。近日，市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
对高某网约的“美女”——河北人
孟某批准逮捕，让人大跌眼镜的
是，孟某不是娇滴滴的“妹妹”，
而是一个身高 1.8 米的“抠脚大
汉”。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12日深
夜，当时高某在南京出差，闲来无
事，在某网络贴吧内物色“小
姐”。一番精心挑选后，他和同在
南京的网名为“Nooopps”的

“美女”搭上了线。双方谈定了价
格后，高某爽快地支付了定金，之
后便静待“美女”上门。

然而，高某没等来“美女”，
却先等来了一连串的“求救”。“小
哥哥，妹妹最近要还房贷，你能不
能先接济我一点啊，我会好好听你
的话的”“小哥哥，妹妹的花呗到
期了，拜托拜托先帮我周转一
下”……在“Nooopps”的攻势
下，高某爽快地给她转了一笔笔
钱，前后共计4600余元。等最后
一笔钱转过去后，高某突然意识

到，自己连对方的面也没见着，就
已经给出了这么多钱，自己可能被
骗了。

“我不约了，你把钱还给我。”
在 高 某 说 完 这 句 话 后 ，

“Nooopps”就把高某拉入了黑名
单。高某看着一连串的转账记录追
悔莫及，为时已晚。

事实上，高某不是第一个被骗
的受害者，我市也有一名男子被

“Nooopps”以同样的手段骗去了
一笔钱财。该男子向我市警方报
案 ， 今 年 3 月 ， 犯 罪 嫌 疑 人

“Nooopps”也就是孟某被市公安
局民警抓获，高某此时才得知，

“Nooopps”不是娇滴滴的“妹
妹”，而是身材高大的“抠脚大
汉”。

到案后，孟某如实供述了其在
多个网络贴吧内冒充女性、谎称提
供卖淫服务、骗取多名被害人钱财
的犯罪行为。孟某称，被害人被骗
后往往不敢报警，因此他才屡屡得
手。近日，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
骗罪对孟某批准逮捕，目前该案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频
发，面对网络上发布的不良信息，
检察官提醒广大市民要遵纪守法、
洁身自好，不要搭理各种社交软件
上的“暧昧”信息。在网络交易
中，若向素不相识的网友支付钱
款，一定要提高警惕、三思而行。
一旦遭遇此类诈骗，要第一时间报
警，公安机关会依法对此类违法犯
罪行为进行查处。

网约“美女”竟是“抠脚大汉”
检察官提醒：遵纪守法、洁身自好才不会掉入桃色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