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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镇海行
新时代 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林璐瑶）百年党
史，多少功勋人物，多少革命事
件、红色故事让人荡气回肠，百年
后的今天，我们去回顾、了解、纪
念，方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给广大读者打造经典红色阅
读平台与内容，近日，区图书馆
特别推出《红色故事绘——连环画
里的中国共产党100周年》专题阅
读服务，以读者最熟悉的、具有
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红色连环画为
阅读载体，用图画讲党史，让伟
大齐阅读，让经典共聆听。

据悉，区图书馆推出《红色故
事绘掌中宝》服务，结合移动端
阅读方式，以党的 100 年时间顺
序，分为十大篇章，用1000册连
环画浓缩展现从党的初创到新中
国的建立、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实
现小康，讲述党的革命岁月、烽
火历程。市民朋友们可以在此处
随时观看我国的百年党史。此
外，自 2021 年 1月 1日开始，特
色栏目《党史上的今天——每天一
本小人书》将每天推出一本党史
连环画，围绕“党史里的今天”
来讲述故事。

图书馆献上今年首份大礼
《连环画里的中国共产党100周年》专题阅读服务推出

本报讯（记者韩林雍 通讯
员沃晶婧）“做一件事情容易，几
年如一日地做这一件事，默默奉
献，不求回报，实属不易，谢谢
你们！”近日，区人民医院医疗集
团骆驼院区收到一封来自八旬老
人的感谢信，感谢该院李秋利、
黄旭东两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多
年来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

家住骆驼街道盛家社区的叶
绿素老人今年83岁，她与两名医
生的缘分始于 2015 年。那年夏
天，由于天气炎热，刚动完手术
的老人伤口容易感染，黄旭东再
三叮嘱她每天都要来站里换药，

当时恰巧赶上儿子出差，家里只
有叶阿婆一个人，接连三天都没
能到站里换药。李秋利得知情况
后，每天利用下班时间上门给她
换药，连续两周风雨无阻直至老
人康复。

后来，因工作需要，李秋利
的上班地点有所调动，但两人却
没断了联系，反而越来越像亲
人。一个月前的某天晚上，李秋
利接到叶阿婆电话说大腿一直疼
痛，老人由于年纪大，平时腰椎
就有些不好，李秋利就建议她来
医院看一下。检查结果是坐骨神
经痛，配了药又让医生帮忙看了
叶阿婆的体检报告：肺部有些许
斑片影，癌胚抗原偏高，建议复
查CT。听完医生的话后，叶阿婆
很抗拒，家人不在身边，她怕麻
烦别人。

“婆婆你别担心，安心看病，
一切有我。”李秋利的话像是一颗
定心丸安抚了叶阿婆。第二天，
她请假带叶阿婆到总院做了检
查，因为医共体内便利的预约通
道，过程很顺利。在回家的路
上，李秋利发现老人看起来一层
一层很“厚实”的衣服，竟然没
有一件是棉衣，穿的四条裤子，
也没有一条是加绒的，酸涩的感
觉涌上鼻头。安顿好阿婆后，李
秋利独自去商店买了棉袄、棉裤
和两条外穿的加绒裤子，又想到
老人的小背包也坏了很久，上次
差点丢了手机，又给她买了个背
包。

次日，她把东西送到叶阿婆
家里，却发现老人精神很差，她
马上联系了家庭医生黄旭东，简
单转述了情况。十分钟后，黄旭

东就带着温度计、血压计、血糖
仪来到叶阿婆家里。经过检查，
各项指标都正常，只是有些受凉
鼻塞，万幸没有发烧。叶阿婆拉
着两人的手连连道谢，还自豪地
跟邻居介绍：“这是我的家庭医生
们，随叫随到，很贴心。”接下来
的几天，黄旭东一有空就去看望
叶阿婆，还常给她送米、送油。

在李秋利和黄旭东的照顾
下，叶阿婆的精神一天比一天
好，身体恢复也不错，还能自己
到站点跟家庭医生唠家常。白求
恩曾说过：“医生不能光用药物来
治疗，在病人最痛苦的时候，医
生一定要出现在他的面前。”在基
层，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医生，他
们心系病人，传播健康，用自己
的服务，不断传递着温暖的“接
力棒”。

持续六年的爱心“接力跑”

八旬老人写信感谢两任家庭医生

本报讯（记者林璐瑶 陈朔
愉）“阿姨，最近天气冷了记得保
暖啊。”“好好好，真的太感谢你
们了。”1月7日，住在澥浦镇的
陈英芬家中迎来了三位客人——
被评为“2019年度镇海区爱心感
动人物”的刘国华和他的妻子、
女儿。他们带着油、米、水果、
棉被等物品和一笔善款，为陈英
芬家里送上严寒中的一份温暖。

下午一点，刘国华一家将善
款、善物一件件从汽车后备箱拿出
来，交于陈英芬，并坐下和她拉起
了家常。陈英芬是“2019年度镇
海区爱心感动人物”入围奖获得
者，今年69岁，家中一双儿女都
患有先天性残疾，从小便瘫痪在

床。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四十多年
如一日，悉心照顾，不离不弃，还
每天带孩子进行康复训练，使他们
逐渐恢复了基本的自理能力。

看着刘国华一
家带着大包小包来
看望自己，陈英芬
脸上带着笑容，眼
角却湿润了，一度
哽咽着:“刘师傅来
看我们，还给我们
提供了生活上的帮
助，真的谢谢。”陈
英芬连声道谢。

其实，被称为
“热心哥”的刘国
华，所做的善事远

不止此。长期在自家服装店设立
免费饮水点、爱心冰箱；重阳节
或过年带家人上门看望孤寡老
人；在社区设立爱心助学基金、

家人自治基金；疫情期间坚持值
岗，购买大批抗疫物资寄往政府
部门，将口罩分发给居民；买下
农户因疫情而滞销的水果送给一
线抗疫人员……长久以来，刘国
华组织参与了数千次大大小小的
公益活动，热心公益早已成为他
植根于血液中的习惯。

谈起此次看望陈英芬的原
因，刘国华告诉记者:“在前段时
间的镇海区2019年度爱心感动人
物颁奖仪式上，我了解到陈阿姨
的家庭情况，非常感动和敬佩，
因此想为她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
帮助。希望今后陈阿姨一家在政
府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
帮助下，能够生活得越来越好。”

好人帮好人，困难不再难
“区爱心感动人物”刘国华冬日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沈王紫 郑童 通讯员奚悦）
“在本案的侦办中，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经侦
大队等民警不辞辛苦，快速行动，严密部署，
在短短十几天内成功破案，为我司的经营发展
保驾护航，及时保护了我司的知识产权权益。”
近日，一封由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寄出的感
谢信被送至市委市政府，表达对宁波市公安局
镇海分局破获商品侵权一案的感谢。

2020年11月，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一
辆返厂维修的车辆上发现部分配件并不是来自
本厂，而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经多方了解，最终发现这些配件来自镇海
某汽配批发厂商。同年12月5日，吉利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向镇海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

“接到报案后，我们展开了大量的侦查排摸
工作，确定了这家位于骆驼的汽配批发厂商的
具体位置，并发现该厂商仓库内确实存放了大
量带有吉利集团注册商标的汽车配件。”区公安
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敬云天表示。

2020年12月24日上午，区经侦大队联合区
治安大队、骆驼派出所以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突击检查该批发厂商仓储窝点。“该仓库分上下
两层，面积有600余平方米，里边存放了大量汽
车零配件，包括汽车轮毂、车门、仪表台、车
锁等总计上百种，产品数万件。”为进一步确认
这些商品的真伪，吉利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鉴
别人员对涉案的侵权产品进行分辨分拣。从当
天上午10时直至次日凌晨1时，鉴别人员从该
仓库内共清点出涉及侵犯吉利、领克等品牌注
册商标的汽车配件80余种，共计13700余件，涉案总价值逾216万元，
所有侵权商品用了17辆小货车才全部运完。

“该批发厂商属于真假掺卖，外行人根本无法分辨真假。”敬云天告诉
记者。

目前，警方已对该厂商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并查扣所
有涉案商品。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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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莹 陈朔愉
通讯员邬淑娇）近日，宁波市水务
环境集团镇海供水分公司的工作人
员来到蛟川街道镇电社区，向居民
宣传节水理念，进一步提高居民节
水意识，倡导节约用水理念，有效
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平时洗手的时候，可以接一个
脸盆，这样洗手的水还能二次利用
……”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镇海供
水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路过的居民
讲解一些生活节水小妙招，同时还
为居民送上冬日暖心小礼物。

在采访中，一些居民也向记者

分享了自家的节水方法。譬如市民
郑女士，会在抽水马桶的水箱里放
上两个500ml的瓶子。“这样每次
冲水能节省1000ml水量，还有日
常洗菜的水，我会拿来浇花等。”郑
女士说。

据了解，相较于往年，今年冬
天的降水量偏少，用水也趋于紧
张，为了增强市民的节水意识，近
日，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镇海供水
分公司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节水宣
传。“节水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也希
望通过这样的宣传，能让用水知识
深入人心。”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让节水意识深入人心

我区开展节水宣传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镇海区爱卫办 镇海区卫生健康局 镇海区新闻中心

本报讯（记者陈雨婷 通讯员
王燕娜）近日，澥浦镇政府协同澥浦
成人学校在家圆农场开展“数字菜
园 微耕农场”第三期活动。此次
活动在原先区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
地的基础上，引入数字化、全过程概
念，重新规划，加大投入，打造市民
全程体验基地，取得圆满成功。

现场共有68户镇海区各幼儿园
推选的中、大班家庭代表参与。开
幕式结束后，工作人员带领小朋友
和家长来到一旁700余平方米的体
验基地大棚，认领带有各自姓名、编
号的体验责任田，各家庭可以根据
场外示意图下载属于各自编号的监

控APP，在手机上实时观察番茄的
生长情况。在老师的带领下，小朋
友还体验了给番茄摘芽的过程，了
解了摘芽的目的。

据介绍，孩子平时可以通过手
机观察番茄的生长过程，也能在家
长的陪同下前往基地观察和操作。
待番茄成熟时，参与活动的每户家
庭还可以采摘丰收的果实。

“这种体验式劳动教育，让孩子
们在种植养护过程中，了解一粒种
子从发芽生长，到成熟收获的全过
程，让孩子在实践中观察和感知自
然生命的伟大，很有意义。”参加活动
的家长说。

“数字菜园 微耕农场”第三期开园

共享镇海平安
共建平安镇海

图为刘国华一家人看望陈英芬图为刘国华一家人看望陈英芬（（右右）。）。

图为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参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林晓艳 通讯员曾
昊溟） 回顾 2020，
展望 2021。近日，
镇海中学高二 （1）
班的同学设计了一
套明信片庆祝新年。

这些明信片画
面都是学生自行设
计或过去一年值得
纪念的班级建设留
影。“心有所向，奋
斗无价。”“孜孜不
倦，必有回响。”

“乘风破浪，敢为人
先……”明信片上
背 面 是 给 学 子 的 寄 语 ， 署 名

“GPS”，即班主任高培圣老师。
高老师说，这一套明信片，每一

张都是2020年的一次记忆，记录成

长、留存纪念是初衷，当然也有班级
精神的寄托。以一张小小的明信
片，以微言小语，寄托新年期待，也
是送给每个孩子的一朵“小红花”。

镇中学子自制明信片
班主任寄语新年期望

图为镇中学子设计的明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