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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帮博物馆再添新藏品

葛祖兰后人捐赠史料实物
本报讯（记

者汪皛 通讯员
俞蓓苗） 3月12
日上午，宁波帮
博物馆工作人员
赴上海接收了甬

籍翻译家、作家
葛祖兰后人葛文
洪捐赠的葛祖兰
先生的奖杯、奖
状以及多年研究

创作俳句的珍贵
手稿、译著代表
作等史料实物。

去 年 10月
上旬，葛祖兰后人葛文洪一行来到

宁波帮博物馆参观，详细了解了宁
波帮艰苦奋斗、玉汝于成的发展历
史。葛文洪还是叶澄衷先生的曾外
孙，在赤子情怀厅，当他看到叶澄
衷先生的相关展品时，不禁感慨曾

外祖父叶澄衷作为一位民族工商界
领袖，热心公益，在沪甬两地开办
了义庄、学校，振兴祖国教育事业。

从这些学校中走出了胡适、竺
可桢、包玉刚、邵逸夫等著名学

者、商业巨头及文化名人。而葛文
洪的爷爷葛祖兰也曾任上海市澄衷
中学校长，造福社会，培养了大量
人才。

葛文洪先生对博物馆持续弘扬

宁波帮文化、传承宁波帮精神所作

出的努力，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深表

认同。他表示，此次向博物馆无偿
捐赠葛祖兰先生的相关史料实物，
是希望这批物品能够通过博物馆的
平台得到更好的保管，并且得以深
入研究，展示葛祖兰先生笔耕不辍

的勤奋精神、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以及爱国爱乡的情怀，也可为后人
树立一个榜样。

“宁波帮博物馆自开馆以来，得
到海内外诸多宁波帮人士及其后人

的肯定和支持，我们在此衷心感
谢。”宁波帮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说，
博物馆希望能够在社会各界的大力
襄助下，不断丰富馆藏，为大众讲
好宁波帮故事，传承宁波帮人文精

神。

在涨鑑碶社区，有这样一群人，她们用爱心、细心在第二故乡镇海———

谱写一曲奉献之歌

本报讯（实习生方迎丹 记者

陈饰） “谢谢你们，下着雨还给
我送饺子吃。饺子味道特别好！”
近日，家住涨鑑碶社区的96岁的
朱阿婆边吃着新鲜出炉的饺子边笑
眯眯地说。当天14点，涨鑑碶社

区居民韩书娅、王晓丽等人参加了
社区组织的“新老居民欢聚一堂，
齐心共制饺子盛宴”活动。剁馅、
调馅、和面、擀皮，她们其乐融融
地围在一起包饺子。等到热气腾腾

的饺子出锅，韩书娅、王晓丽将饺

子打包好，送到社区空巢老人家
中，在雨天为他们送去一丝温暖的
“阳光”。

据了解，涨鑑碶社区有像韩书
娅、王晓丽这样20名来自四川、

湖南、安徽、河南等不同省份的妇
女，她们怀揣着“热心公益，志愿
奉献”的理念汇聚在一起。尽管平
时工作繁忙，但她们依旧会抽空开
展河道漂流物清理、沿河垃圾清

扫、河边绿化带美化等志愿服务。
除此之外，她们还积极投身公益活
动，关心社区的老人，用自己的爱
心、细心和耐心在第二故乡———镇
海，谱写一曲无私奉献之歌。

“你们又来啦。欢迎欢迎，快

请进。”今年初，代萍、张登莉、
李九妹等人来到社区居民顾阿叔老
两口的家里，帮助他们打扫卫生，
整理家务。顾阿叔和老伴两人年事
已高，行动不便，代萍等人得知

后，主动联系老人，上门帮助，做
老人的贴心人。扫地、掸尘、擦玻
璃、修凳子、整厨房……她们将顾
阿叔家打扫得干干净净，东西摆放
得整整齐齐。“阿叔，最近身体还

好么？”“最近天气很冷，您记得
多添几件衣服。”代萍还不忘与老
人拉拉家常，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
情况和身体状况，叮嘱老人保养好
身体，开心过好每一天。

“平时，只要我能帮上忙的，

我都会帮。帮助别人，自己也能收
获快乐。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
老了，腿脚不便，有人来看望、照
顾，我们心里也会觉得暖洋洋。”
50岁的代萍来自四川，到镇海已

经快20年了。她不仅是涨鑑碶社
区凤雁巾帼护水队队长，还是招宝
山街道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代萍说：“我刚来的时候，孩子都
还没生。一转眼，现在小孩都已经

上高中了。”代萍希望自己护水护
河、关爱老人的举动能给孩子做个
榜样，在孩子的心里埋下助人为乐
的种子。总有一天，这颗种子会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

本周晴、阴、雨轮番上演

周六有太阳，莫负春光呦

本报讯 （记者王姿添） 不知不

觉中，三月已经过去一半，终于体
验到春风拂面的温暖。本周前半段，
气温就像坐上了小火箭，最高温度
一路攀升至22℃，成为镇海今年以
来的最高温度。记者注意到大街上

好多火气旺盛的年轻人已经换上了
轻薄的衣衫，卷起了裤腿，还有些
爱运动的小伙手上捧个篮球，都穿
上了短袖短裤。

都说春天的天气反复无常，当

我们还沉溺于气温上升的喜悦中，
昨日的大幅降温降雨就杀了个“回

马枪”，让人猝不及防。

短短一周，晴天、阴天、雨天
轮番上演，“春姑娘”的“任性”
彰显无疑。被前期连绵冬雨吓坏了
的小伙伴们可千万不要惊慌，周六
太阳还是会上岗的，就是周日下午

起可能会下小雨。周末气温最高
17℃—19℃，最低则在5℃—8℃之
间徘徊，早晚温差依然较大。

莫负春光，莫负青春，大家可
以趁着好天气多出去走走，踏青、

赏花、爬山、跑步……积攒了一个
冬天的肉肉也可以趁机甩一甩啦。

下周天气会以间歇性降雨为主，
听到“降雨”二字你可别急着头大，俗
话说“春雨贵如油”，自然是有它的道

理。你可以去九龙湖一带逛逛，茶树
抽出了新芽，采茶工人们已经忙着开
始收获今年第一批春茶。没到九龙湖
也没有关系，乡野田间野菜也都冒出
了头，艾草、水芹、蕨菜等等，这些个

春天的美味都需要春雨的滋养。

近日，江南第一学堂内，
两名国际友人与40余名孩子家
长一起动手制作中国结挂饰，
学习中国传统技艺。

“Soamazing!”来自新
西兰的Nassr看到亲手做的中
国结，连连发出赞叹。“通过
这个活动，增添了我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了解，我爱中国传统
文化，我喜欢中国。”另一国
际友人Lindsey说。

（记者武亚东
通讯员金晶 摄）

电信诈骗有新陷阱，网店卖家得小心
本报讯（记者沈王紫 通讯员

奚悦） 购买方便、品类齐全，如
今，网购已成为多数人首选的购物
方式，这也促使许多年轻人跃跃欲
试，想要通过开设网店发家致富。
然而，同样是“新手上路”，镇海

的网店店主小严却栽了个大跟头。
2018年12月，小严来到石化

派出所报警，她称，自己前不久在
某电商平台上开了家精品女装店，
然而钱还没挣着，却被“进货厂

商”坑走6000余元。这是怎么回
事？

小严告诉民警，2018年10月，
一名自称是“服装厂家”的人在该
电商平台上加小严为好友，表示自

己所分销的品牌服装非常适合小严
的网店，希望可以与小严合作。为
了说服小严，他算了这样一笔账：
一件衣服的出厂价假定为500元，

因品牌效应，零售价格可以翻个

倍，卖出1000元的价格，一倒手就
能净挣500余元，这可是桩“好”
买卖。小严心动了，她立刻与这名
“分销商”签订了合同，并在网店
上上新了该“品牌”的服装。

让小严惊喜的是，新服装上
新几天，就收到了20多笔订单。
她立刻联系“分销商”，请他给顾
客发货，并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
付清了货款，前前后后共打过去

10多笔钱。然而，货款打过去了
好几天，厂家却丝毫没有发货的
意思。“怎么还不发货？”“过几
天，过几天就发。”这名所谓的
“分销商”以“联系不上快递员”

“客服人员不在”等各种理由搪塞
小严，最后还将小严“拉黑”了。
雪上加霜的是，先前大量下单的
顾客纷纷在网上申请退款，一来

一去，小严既没挣到钱，连同

“加盟费”“货款”在内的6000余
元也一去不返，她这时才惊觉：
自己肯定是碰上电信诈骗了！

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成立
专案组，并以小严的微信记录为

起点着手侦查。随着侦查过程的
慢慢推进，一个远在山东的诈骗
团伙渐渐浮出水面。经查，该团
伙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一款特殊链
接，该链接中收录了各大网购平

台的卖家信息，根据链接的筛选，
可以清晰分辨出哪些网店资质尚
浅，该团伙便选定这些店主作为
自己的“猎物”。

接下来，就是骗子们拼演技

的时候了。团伙中选出一人扮演
“分销商”，并根据不同的网店类
型推销各类产品，诱使卖家与自
己签下假合同，约定以先付款后

发货的形式进行交易。同时，团

队另外三人假扮顾客大批量下单，
制造出“供不应求”的假象，让
卖家嗅到“商机”。随后，收到货
款后的“分销商”以各种理由继
续骗取信任。一段时间后，“分

销商”将卖家“拉黑”。此时，
“顾客”这边也开始不断申请退
款。卖家陷入两难，而诈骗团伙
不费吹灰之力，钱就到手了。

“任何群体都有成为受害者的

可能，大家切勿掉以轻心。”负责
侦办本案的楼警官告诉记者，本
案中，小严贪图“买卖”中的高
额利润，正是这一点让她上了钩。

据悉，该电信诈骗团伙已在

全国范围内作案多起。目前，警
方已将本案涉及的6名犯罪嫌疑人
逮捕归案，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
中。

文明
花开 行镇海

招聘启事
因工作需要，现向社会公开招聘食堂勤务和中心大楼清洁工各一名。

一、招聘要求
女性，年龄50周岁以下。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工作责

任心强。有固定居住场所，在招宝山街道居住优先。

二、聘用方式
聘用性质为派遣用工，具体待遇面谈。

三、报名及录用程序
1、报名时间：3月15日—3月20日
2、应聘人员须提供相关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个人简历等相关真

实资料，户籍不在宁波大市范围，须提供房屋租赁合同。
3、采取公开报名、资格审查、面谈、体检、择优聘用的录用程序。

四、联系方式
1．报名地址：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南大街36号镇海区新闻中心

政工部
2.联系人：盛老师
3.联系电话：0574-26273961

镇海区新闻中心
2019年3月13日

货车违规载人 交警严格查处
本报讯 （记者夏文珺 通讯员

金旭珠） 一辆核载2人的货车可以
坐几个人？答案当然是最多坐2人。
近日，镇海交警大队庄市中队民警
在庄市万科四期附近巡逻时，却发
现有这样一辆货车，除了驾驶室的

驾驶员和副驾驶，车厢内还满满当
当坐了5个人！

当天9点50分左右，庄市中队
张警官拦下一辆黄色货车。只见这
辆货车车厢装载了手推车、电线杆

等施工用具，而这中间竟还坐着几
个人。张警官数了数，车厢里坐着
5个人，加上驾驶室里的2个，一共
7个人。货车客货混装，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如果一个急刹车，后果

不堪设想。
张警官首先检查了驾驶证、行

驶证。驾驶员赵师傅50来岁，他

说，自己拉着一帮工友正准备去工
地工作，因为当天车不够，就想着
几个人挤一挤，以为不会有什么问
题。车厢里坐着的工人也都是上了
年纪的，他们一片茫然，不知道货

车违法载人的危险性。张警官责令
他们全部下车并对驾驶员进行了安
全教育，指出客货混装的危险性，
并根据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对
驾驶员处以罚款100元。

交警提醒：货车超员具有很大
的危害，易发生事故，大家出行时
绝不能贪图方便，拿货车当客车用，
不要乘坐货车、超员车出行。货车
驾驶人也更应谨慎、安全文明驾驶，

不要违反规定违法载人，避免发生
交通事故。

共编中国结
同搭友谊桥

图为工作人员在葛祖兰后人家中翻看捐赠史料。

图为吴传国送上锦旗。

二院天使精心治疗受创儿童并募集善款近万元

用爱点燃希望之火
本报讯（记者郭长佳 通讯员

莫玲春） 3月12日上午，两面分别
印着“医德高尚传四方，慈善有爱
帮贫困”“医德高尚暖人心，医术
精湛传四方”的锦旗，由来自江苏
泰州的患者家属吴传国送到了镇海

第二医院副院长蔡文军和主治医生
吴亮手里，以表达入院半个多月来
受到悉心照顾与爱心帮扶的感激之
情。

“巨额医疗费让我们陷入困境，

你们的爱心和关心极大地鼓舞了我
们一家人，我永远感激！”吴传国
哽咽着向两名院方代表深鞠一躬。

厄运降临含苞花朵
2018年2月12日，也是农历腊

月廿七，这本该是阖家欢乐喜迎新
春的日子，11岁的小甜与其6岁的
弟弟小天却突遭意外，全身不同程
度烧伤，被送进江苏省泰州市人民

医院。身体上尤其是面部、手部、
足部大范围的烧伤使两个孩子痛苦
不堪。

由于家庭变故，小甜和小天
一直由爷爷吴传国和奶奶王巧女

照顾。“从进入医院急救到情况
稳定出院，前前后后一共花掉了
50多万元，后来转往上海第九医

院先后做了四次美容手术，又花

了近30万元。”面对堆得越来越厚
的缴费明细单，吴传国和老伴几
乎绝望。

吴传国说，由于孩子的情况属
于他人故意伤害，不在医保或其他

保险报销的范畴。不过，幸运的
是，他通过网上众筹筹得约20万
元；泰州当地政府得知其特殊情况
后，也破例通过医保为其报销了
12万元医药费。

院士团队伸出援手
2019年2月20日，吴传国夫妇

带着孩子来

到上海复旦
大学附属华
山医院求诊。
为孩子接诊
的是顾玉东

院士工作站
团队核心成
员之一的徐
雷教授。

“当时看

到两个孩子
手足部的恢
复情况都不
太理想，爷

爷奶奶还欠了很多债，我就建议他

们转往镇海二院继续治疗。那里有
院士工作站，有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和更为人性化的收费标准。”据徐
雷回忆。

2月28日，听从了徐雷教授的

建议，小姐弟在爷爷奶奶的陪同下
顺利住进宁波镇海二院，进行手足
功能的重建治疗。

“吴亮医生前几天给孩子做了
足部功能重建手术，手术效果相当

好。更令我想不到的是，院方给我
们减免了很多医药费，甚至连床位
费都免了，前后算下来省了好几万

元。”吴传国激动地说。

3月7日，镇海二院面向全院
职工发起了为姐弟俩捐款的活动，
短短半小时，就募集善款8000余
元。随后，院方代表将钱款交到了
吴传国手中。

高端服务惠及基层
“前沿的医疗服务水平+经济

有效的手术治疗方案+暖人的爱心
扶助”，也许是吴传国一家从未有
过的就医体验，但对镇海二院来
说，这已经是常态化、模式化的基

本做法。
2010年10月，顾玉东院士工

作站在镇海二院成立。这是宁波首
家县市级医院院士工作站，也是全
省首家民营医院院士工作站。高端

医疗团队与基层医院对接，最新的
科技成果经由顾玉东院士工作站，
不仅惠及宁波、镇海当地百姓，也
让和吴家小姐弟这样来自外省市的
患者获益。

据统计，自院士工作站成立以
来，镇海二院累计救助600多名疑
难重症患者，每例患者治疗费用平
均减少约2万元。镇海二院秉承医
者仁心，依靠精湛的医疗技术，点

亮患者希望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