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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咪蒙一篇《职场

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刷
屏朋友圈，在这篇文章里，实
习生小方因为天天帮老板咪
蒙拿外卖，给妈妈打电话悄
悄哭，被咪蒙听见了。于是咪

蒙写了几千字来教训实习生
“职场不相信眼泪”，说实习
生拿外卖打杂都是应该的。
此文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风
浪”，网上那个撕啊！你怎么

看呢？在实习过程中，你有没
有遇到什么特别遭难的事？
烦恼的事？开心的事？都来说
说吧。

你可以@镇灵通—镇海

新闻中心，也可在镇海新闻
中心—镇灵通微信公众平台
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将选取
精彩内容刊登在报纸上，一
经录用，将有稿酬奉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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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超 李洁 实习生刘源

日前，由区新闻中心发起的“衣家人”爱心捐衣
公益活动募集的2280公斤衣物，正在发往西藏日喀则
地区的路上，主动承担这批衣物运输的，是镇海爱心企
业腾日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张淑瑶每

日密切关注着衣物的运输进度。

“一句签名”触发公益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张淑瑶婆婆的微信签名，

也是老人坚持了70余年的信条。每每遇到邻里有困难
时，老人总是尽可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父母辈的
言行感召，家庭的耳濡目染，是指引我从事公益的北斗
星。”虽然老人的善举都是细碎的小事，但张淑瑶看在

眼里，感动在心间。
“公益不仅仅是助人更要育人，当一名教师是我从

小的梦想。”在成为企业董事长之前，张淑瑶是有着近
20年教龄的中学语文老师。在追逐教师梦的路途上，
中学班主任“你可以上师范大学，学更多知识，教更多的人”的建议让她至

今铭记在心，最终，在镇中努力学习了三年的她被保送宁波师范学院（现与
宁波大学合并），毕业后她如愿成为人民教师。

从回报母校到回馈社会
在蛟川书院任教近20年的张淑瑶，将从小到大在学校里老师对她的关心

帮助加倍付出给了她的学生。1996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她迎来第一批学生，
当时班里的淘气包“马小跳”让老师们很头疼，但初来乍到的年轻老师张淑
瑶看到了这个男生的闪光点。每天放学后，张淑瑶买好面包等“马小跳”来
补功课，还鼓励他坚持自己爱好的跑步，让这个从没得到过老师表扬的孩子

重拾了信心。
转行后，因为对学校的眷恋感恩之情，张淑瑶与丈夫毫不犹豫地将公益

之路的第一步迈向了母校。早在2014年，腾日公司就与宁波大学体育学院篮
球队签订合约资助宁大篮球队建设；今年宁波大学建校30周年之际，公司又
与宁波大学法律学院签订“大学生创业创新基金”，用于大学生社会实践、学

习考察等。“公司逐渐形成规模以后，我们愈加关注公益事业，想更进一步
回馈社会。”据张淑瑶介绍，得知“衣家人”爱心捐衣公益活动，公司各部门
通力合作，在第一时间与主办方联系，一下子“承包”了募捐场地、工作人
员、衣物运送等工作。

传递公益正能量
张淑瑶任教期间的言传身教也感染着每一名学生。2012年，张淑瑶所带

的班级与庄市爱心小学四（2）班结对，班级里有象棋、书法特长的学生都主
动参与公益互助，给外来务工孩子们买了象棋、笔墨纸砚。在公益结对开展
的一年里，张淑瑶所带的班级，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升，这个全校有名的
“全能班级”还接受了央视的采访。

“每个人的力量都是微渺的火苗，但火苗的力量在传递中会迸发出硕大的
火焰。”张淑瑶一直相信传递公益是一个“正能量+”的过程，她还将公益的
力量传递给了她的每一名员工。在此次“衣家人”爱心捐衣公益活动中，该
公司员工自发募集了200余件被褥和衣物。其中，一名在外出差的员工怕错过
捐衣时间，还想方设法让在北仑开服装厂的妻子送来一批崭新的棉服。“起

初在捐衣活动现场只安排了14名工作人员，但活动当天几乎所有员工都自发
参与进来。”张淑瑶说。

从教育工作者到企业管理者，从育
人到助人，她从未停歇。“我们一直会

在行善之旅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张淑瑶坚定地与企业团队继续行进在公
益“反哺”社会的征程中。

谨防“线从天降”酿成“祸从天降”
!如说

据本报报道，日前，本报

记者与区消防大队工作人员走
访部分小区，发现居民电动车
停放、充电乱象不少———庄市
街道清泉花园小区，在小区2
号楼电梯及楼道入口处发现，

有3辆电动车正在充电；在招
宝山街道港务新村小区，楼道
内电动车乱停放随处可见，甚
至有四楼住户从家中垂下一个
电源插座接到楼道内。

电动车以其轻便、快捷、
环保等优点，受到市民青睐，
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摆
在用户面前：电动车骑着方
便，但充电难。这是因为电动

车电池太沉，或难以拆下，有
些住在楼上的用户因此就想出

“空中挂线”这一招，来为电
动车甚至电动汽车充电。然
而，由于随意拖拽、频繁插

拔、线头松动、过载过热、电

瓶质量良莠不齐等情况极易引

发事故。前不久，蛟川街道银
凤晓月小区就发生过因两辆电
动车在楼道充电而起火的事
故，所幸消防人员及时赶到，
才没酿成大祸。

电动车在楼道、过道里摆
放充电安全隐患大，原因显而
易见：一是因为电动车停放容
易造成消防通道堵塞，如果发
生火灾，疏散人群很不利，会

导致很多居民堵在危险现场
内，第二是因为乱接电线充电
或者通宵充电，本身就存在消
防隐患，如果电线老化或者电
动车本身电瓶出现了问题，非

常容易发生火灾。而专业人士
指出，“线从天降”式的充电
方式安全隐患更大，因为电线
在空中没有任何支撑与保护措
施，会与墙角发生摩擦，而且

经常要面临风吹日晒雨淋，磨

损非常大，漏电概率很高。漏

电的电线碰到在阳台上晾衣物
的居民，或被玩耍的孩子碰
到，很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如何化解电动车充电隐
患？笔者以为根本办法在于有

堵有疏、疏堵结合———由社
区、物业牵头，对“线从天
降”式的小区充电模式一经发
现一律取缔，对于屡教不改者
要加强安全教育；而更为重要

的是要疏，比如有条件的小区
可以集中在地下停车场或户外
车棚安装排插，供业主充电使
用；新建小区一律要建有自动
充电装置方能通过安全验收等

等，只有堵疏结合才能防范未
然。

12月1日，镇海中学国
际部学生发起面向贵州省黔
东南州台江县、雷山县贫困
学生和留守儿童的“刺梨
花”爱心助学项目。

图为学生捐款现场。
（记者梅佳燕 刘萌鸣

通讯员曾昊溟 摄）

图为正接受采访中的张淑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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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线路（设备）
中星G641线邱家弄支线
中星G641线顾家弄支线
长石G116线长胜GC037线钟朱家支线
汽化G198线横溪1号公变低压开关以后设备
凤翔G317线北海开关站内的华琪GB156线

鼓楼G604线南熏别院1#变配室明清
GD224线以后线路
洪家G816线慈出GC135线叶顺东支线

九龙G119线

经堂G416线西经菜场公变低压开关以后设备

声光G157线全线

方针G158线全线

清川G602线清川开关站
胜利GD004以后线路
清川G602线清川开关站
渡运GD002以后线路

下河G106线

中星G641线外新屋公变支线
恒基G419线长胜1号公变低压以后设备

停电日期
12月12日星期一
12月12日星期一
12月13日星期二
12月13日星期二
12月13日星期二

12月13日星期二

12月13日星期二

12月14日星期三

12月14日星期三

12月14日星期三

12月14日星期三

12月14日星期三

12月14日星期三

12月14日星期三

12月15日星期四
12月1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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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12月15日停电预告如下：

停电时间
8:00-12:30
13:00-16:30
8:00-12:30
8:15-16:00
8:15-17:00

12:30-17:30

13:00-16:30

8:00-12:00

8:15-16:00

8:15-17:00

8:15-17:00

8:30-12:00

12:30-17:00

13:00-17:00

8:00-12:30
8:15-16:00

停电范围
高新区贵驷街道民联顾家弄、原中鑫毛纺厂西边一带
高新区贵驷街道民联顾家弄姚家一带

镇海区骆驼街道敬德村胜光钟家、朱家、陈祝方王一带
镇海区九龙湖镇九龙湖村横溪自然村一带
镇海区澥浦镇石化经济开发区宁波市华琦色织布有限公司、宁波鼎泰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市友茂纺织品有限公司一带

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宁波市镇海区老年大学、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土产日杂公司、宁波市自来水有限公司镇海供水分公司、镇海区国土资源局、镇海

商业大厦物业管理委员会、中山路、南大街、城河西路、区昌河头一带部分用户
镇海区骆驼街道尚志行政村洪家协顺一带
镇海区骆驼街道宁波市镇海全盛转轴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鑫杰紧固件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日欣紧固件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敬德
村经济合作社、宁波市镇海区农业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敬德村下河小吴一带、敬德村下河大吴一带、敬德村下河小清水湖一带、敬德村下河

黄沙闸一带、清水湖村四联沈家、嵇家一带、清水湖村四联龚家、张家一带
镇海区九龙湖镇西经堂村西经菜场、农商银行附近一带
镇海区澥浦镇宁波精英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宁波西磁磁业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宸宏塑胶有限公司、宁波瑞褀电子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宇信机电
元件厂、宁波锦鼎电器有限公司、宁波镇海腾龙通信器材厂、宁波市镇海金莹箱包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久吉滑动轴承厂、宁波市镇海华磊轴承
有限公司、宁波阳光画材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宁达彩印厂、宁波市镇海蟹浦阿三五金拉丝厂等附近一带

镇海区澥浦镇觉渡村、方针村、觉渡石场、原觉渡小学、浦沙河、小王、鹿山、蔡家、潘家、宁波兴怡紧固件有限公司、宁波友美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汪忠尧 （小工厂）、宁波市镇海亿通机械厂、宁波市镇海区蟹浦声光塑料厂、宁波立华植物提取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洪山化工有限
公司、宁波市镇海立杰金属制品厂、宁波市镇海蟹浦旺盛塑料制品厂、宁波市镇海区蟹浦妮兴友谊铸造厂、宁波市镇海永旺橡塑制品厂、宁波跃
鸿物资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昶晟喷涂厂、宁波市镇海区蟹浦镇觉渡石子加工场、宁波明宇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兴力饮料食品厂(普通

合伙)、宁波市镇海区蟹浦阿瑞水泥砖厂、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分队附近一带
镇海区招宝山街道镇海区财政税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宁波市镇海区分公司、镇海区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胜利
路社区居民委员会、镇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区市政设施养护中心、城建局、胜利路、城河西路、总浦桥、胜利东弄一带部分用户
镇海区招宝山街道镇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区市政设施养护中心,宁波市自来水有限公司镇海供水分公司，胜利东弄，胜利路，沿江西
路，清川路，清川路，滚江弄，电厂宿舍一带部分用户

镇海区骆驼街道宁波市镇海众意机械厂、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余三村、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大中水泥砖厂、宁波市镇海搏业液压机电有限公司、
镇海气雾器厂、宁波市镇海区瑞虎精密机械厂、宁波绕城东段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区市政设施养护中心、宁波市镇海美奥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宁波市自来水有限公司镇海供水分公司、宁波市镇海贝帆转轴机械厂、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敬德村经济合作社、宁波肯特机械有限公
司、敬德村胜光小茅家、徐家、贺家、东陈、敬德村林周半江周一带、敬德村办公室一带、敬德村办公室后面别墅区
高新区贵驷街道宁波市镇海神力紧固件有限公司、庙港外新屋一带

镇海区九龙湖镇九龙湖村长胜、周家港附近一带

如遇雨天等特殊原因，计划更改通过移动短消息通知。停、送电咨询请打电话 95598。 镇海运检站
2016年12月5日

备注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说
说
实
习
那
些
事
征
稿
中

“e乡”APP走村入企推广忙
将招募500名“e乡”种子

本报讯 （记者刘思妤 通讯

员乐思思） 今年7月，全国首款流
动人口互联服务管理平台“宁波·
e乡”APP在我区率先上线。随
后，区流动人口管理办会同各镇
（街道）、各部门开展走村入社进

企推广活动，扩大该平台在流动
人员中的知晓度。截至目前，积
分申请及注册“e乡”用户超过
5000人。

为更好地宣传推广“e乡”

APP平台，各镇 （街道） 针对自
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订了推

广方案。蛟川街道辖区内有3000

多家企业，流动人员众多。街道
与村 （社区） 及企业协调，加强
街道多个部门的沟通，并计划将
推广工作与相关绩效考核挂钩，
力争让每一个流动人口都知晓积

分政策，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利好；
骆驼街道除举办广场宣传活动，
进企业开展APP使用方法培训外，
还在街道办事大厅内放置宣传资
料，积极宣传“e乡”APP；招宝

山街道、九龙湖镇近期也陆续开
展推广活动。

在宣传推广中，有流动人员

反映，办理积分确认单都在工作
日，请假较困难，能否增加双休
日办理。了解这一情况后，区流
动人口管理办立即与公安部门联
系，提出了先由公安信息采集员

上门采集流动人口身份信息，并
由采集员确定身份后到窗口为流
动人员代送基础材料。今后，还
将推出无纸化方式电子办公，最
大限度为流动人员提供便利。

下步，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将
发起招募500名APP平台推广志愿

服务者活动，这些志愿者被称为

“e乡”种子。他们都是在镇持有
有效居住证件的流动人员，个人
综合积分在10分及以上。“e乡”
种子上岗后，将向流动人员推广

“e乡”APP，将利好的政策带给

更多人。
据了解，今后，流动人员综

合积分政策将继续升级，除原有的
政策，流动人员通过综合积分排
位，可享受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等社

会服务，实现流动人口在第二故乡
的安居乐业。

宁波五院义诊送进光明村
近日，由宁波第五医院·宁波肿

瘤医院与区癌症康复协会携手打造
的“健康社区行”走进庄市街道光明
村，为群众送去义诊服务。当天，来自

该院消化内科、胃肠外科、肿瘤诊疗

一区等的医护人员为患者提供免费
问诊、科普健康常识等服务。

（记者朱旭 通讯员宋靓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