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桥城快报
◆2018.10.12 星期五 ◆新闻热线 63012345 ◆责任编辑 顾正蓉

中国福利彩票
CHINA WELFARE LOT

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福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快乐彩””””””””””””””””””””””””””””””” 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快乐星期六
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3000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万大派送

77月月2121日起每周六派奖日起每周六派奖，，详情见店内海报详情见店内海报。。

横河梅园村是我市有名
的杨梅村，几乎家家户户都
种有杨梅，每到杨梅上市季
节，山上的杨梅树结满了果
实，闪红烁紫煞是好看，山
下采购杨梅的人熙熙攘攘。
孙佰桥、谢华萍夫妇是村里
的杨梅种植大户，多年来他
们不但专注于精品杨梅的开
发，还带动了村里的梅农们
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孙佰桥现年 51 岁，读
书那会他有空就经常跟着父
母上山摘杨梅、下山卖杨梅。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结婚
后，孙佰桥开始专心经营杨梅
山，妻子谢华萍在企业上班赚
钱，一有空也会帮着丈夫打理
杨梅山。夫妻俩齐心协力，希
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让一家
人过上小康生活。

慢慢地，孙佰桥发现，
村里卖出去的杨梅基本上是
大路货，所以卖不到好价
钱。而随着杨梅需求的扩
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
品质好的杨梅，或自己食
用，或赠送亲朋好友。看到
其中的商机，夫妻俩开始了
尝试精品杨梅的种植销售，
一边自己培育精品杨梅，一
边从其他梅农处购入大路
货，挑出好杨梅再销售。

杨梅成熟期短、采摘时
间集中，往往出现销售难的
情况。孙佰桥在 2001年创

办了横河镇和成食品厂，注册
了杨梅商标“夏之红”，进行杨
梅酒酿制等深加工，解决当地中
低档杨梅滞销问题。2005年，
孙佰桥组建了众品杨梅专业合作
社，发展合作社社员110户，带
动村里梅农找销路，增加他们的
收入。2007年，建起了“夏之
红”标准化杨梅观光园，迎接
八方游客前来采摘品尝。

作为宁波市“十大种果能
手”，孙佰桥不仅自己着力培
育精品杨梅，还带领社员一起

培育。他邀请专家给合作社社
员开展技术培训，通过面对面
教授杨梅标准化生产、合理疏
花疏果、杨梅矮化栽培、树枝
修剪等技术，来提高杨梅品
质，提升杨梅附加值，进而提
高社员种植杨梅的经济效益。
在他的示范带领下，带动杨梅
种植户800余户，辐射杨梅种
植面积5000余亩。

高中毕业的孙佰桥在当地
梅农中，算得上一位比较有知
识的现代农民。近十年来，他

不断扩大杨梅种植面积，利用
网络来采购各类农资和销售杨
梅，通过农民信箱等渠道求购生
产、销售所需的有机肥、杨梅篮
等，拓展了杨梅、杨梅酒、杨梅
树苗的销售渠道，产品还销往了
上海、江苏等地，极大地提升了

合作社的知名度。
由于孙佰桥夫妇种植的精

品杨梅口感好、甜味浓，出色
的品质也得到了他人的肯定，
其种植的杨梅先后获得了宁波
市“十大名果”、浙江省森林
食品优质奖，创办的“夏之
红”杨梅园也获得了宁波市十
大精品果园金奖。

从起初的十几亩杨梅到现
在的五六百亩杨梅种植基地，
孙佰桥将精品杨梅种植面积扩
大了许多倍，产品也销售到了
全国多个城市，得到了许多客
人的认可。孙佰桥说，事实证
明，当初选择精品杨梅种植是
对的，现在大多数社员也有了
自己的销售渠道，“看到他们
的精品杨梅卖得不错，我替他
们高兴。”

“这些年来，妻子在杨梅
种植销售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很感谢她为这片杨梅山付
出了许多心血。”孙佰桥说。
现在，他们的大女儿大学毕业
后已参加工作，负责一些杨梅
的网络销售；小儿子还在上高
中，每年也会跟着父母上山摘
杨梅。

对于今后的打算，孙佰桥
夫妻俩表示，会继续大力培育
精品杨梅，同时扩大销售网
络，让更多的人尝到慈溪的杨
梅。

理念超前培育精品杨梅
致富不忘带动周边梅农

——记梅园村杨梅种植大户孙佰桥家庭

本报讯 “经过这么长时
间的执行，韩法官并未因此案
标的额小，被执行人在外地等
原因而忽视对案件的执行这一
结局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司
法为民’的理念……”近日，
慈溪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干警韩
法官收到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案申请执行人送来的感谢信，
信中言辞恳切，读来让人心头
一热。

写信人是宁波某压缩机有
限公司的。2015年2月，公司
与被执行人杨某签订了一份
《空气压缩机系统设备销售合
同》，约定了产品交付日期及
付款方式。但收到公司提供的
产品后，杨某却爽了约，1万
元的货款迟迟未交付。

2017年6月，市法院判决
杨某支付1万元货款并赔偿相
应利息损失。因杨某未按期履
行还款义务，经申请，案件于
同年8月进入执行程序。

过程中，执行干警依法查
封了杨某名下的账户，并将其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可账
户内却没有可供执行的资
金。经查，杨某名下也没有
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
一时难有进展。执行干警也
曾多次联系杨某，希望他能
尽快履行。可杨某虽然每次在

电话里应承得挺好，却一直未有
实际行动。

日前，执行干警得到申请执
行人提供的线索，称杨某在诸暨
开办有一家工厂，且该厂马上有
停产歇业的风险。得知此消息
后，第二天一大早，执行干警驱
车赶到诸暨，在工厂里找到了
正在办公的杨某。执行干警向
杨某晓以利害，告知其若拒不
执行可能会面临的法律后果。
面对着已到眼前的执行干警，考
虑到后续可能面临的种种强制执
行措施以及对自己的生活、企业
生产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斟酌
利弊后，杨某迫于压力，当场缴
纳了1万元的执行款项。案件顺
利解决。

办理完系列手续，已经是中
午 12点多了。为了不耽误下午
的工作，执行干警又匆匆赶回了
慈溪。

回到慈溪后，执行干警填
完结案信息，就又投入到下一
个案件的执行中。没想到次
日，当事人公司代表到法院特意
找到了执行干警，郑重地送上了
一封感谢信：“案子金额小，执
行难度又大，说实话开始我们是
有顾虑的，以为不会被重视，
真没想到你不但一直在联系对
方做工作，还特意到诸暨现场
执行，我们真的很感动，也很
感激。”事情到此圆满地画上了
句号。

小案件也有大决心

一封感谢信
为法院执行工作点赞

本报讯 手肘不慎被器械
绞断，危急关头，医生手术
12小时成功“接活”。近日，
60岁的胡女士终于平安从市
中医医院出院了。

上个月，胡女士因操作下
料机不慎，手臂碰到机器，刹
那间，她的左手肘部、左腕部
以及左手多指被绞断，鲜血顿
时喷涌而出。剧烈的疼痛让她
几乎晕了过去，被送进市中医
医院抢救。

医院手足外科医生为胡女
士紧急救治。医生发现，其左
肘部、左腕部及左手多指被机
器绞断，还伴左上肢多发性粉
碎性骨折，多处神经、血管、
肌腱断裂并抽出。

抢救小组紧急评估患者情
况后认为，虽然胡女士伤势过
重，但仍有再植的可能。“马
上手术，必须要快！”准备就
绪后，手外科团队即刻开展急
诊手术，施行离断肢体再植
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胡女
士的手肘、手腕及两根手指被

一一“复活”。手术一直从上午
11点做到晚上 11点许，历时整
整12个小时。

手外科主任刘超告诉记者，
术中修补血管 9条、肌腱 20余
条，输血近4000ml，另输4个单
位白蛋白，这几乎是将患者全身
的血换了一遍。所幸手术十分顺
利，离断肢体及手指再植成功。
直至凌晨，手外科团队的医生们
才离开手术室。

“以往这类断肢再植手术是
比较成熟的术式，但这个患者发
生多处骨折，给手术带来一定难
度。”刘主任说，要再植断臂、
断指就必须先接骨，但骨折后固
定需较长时间，而离断肢体又需
要尽早通血，这就是一个矛盾。

“患者是机器绞伤，这又和切割
伤不同，绞伤表面皮肤看起来还
可以，其实里面的血管、神经、
肌腱全部损伤，大部分断裂并撕
裂。”

术后，胡女士病情稳定，生
命体征平稳，再植肢体、手指血
供良好，断肘、断指成活了。前
天，胡女士到医院复查，手臂已
经恢复得不错，已能做轻微的手
指动作了。

女子左臂被绞断
医生手术12小时接活

本报讯 9月初，本报发
起嘎拉小学“开学礼包”项
目，计划为对口帮扶的贵州黔
西南州洒雨镇嘎拉小学全体学
生送上一份包括书包、校服、
床上用品在内的爱心礼包。项
目发起后，得到了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共募集
到 4.5万元善款。如今，已经
联系好校服企业，正在抓紧赶
制校服等爱心物资。

嘎拉小学是贵州贫困山区
内的一所小学。据校长杨正芳
介绍，近年来学校的教育设施
已经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校内
的学生大多为隔代亲属照顾，
在孩子生活方面难免有些照料
不周。她希望孩子们能在学习
生活方面得到帮助。

为了给嘎拉小学全校学生
一份优质的礼包，本报善款募
集结束后，几经考察确定了书
包品牌，并通过市教育局联系
了校服生产企业——慈溪市布
莱特服装有限公司。教育服务
管理中心部门周红辉主任告诉
记者：“该企业是慈溪最大的
校服生产企业，有近 20年的
校服生产经验，慈溪三分之一
的学生都是穿他们生产的校
服。”

随后，记者
联系上布莱特
公 司 的 施 小
凤，她欣然接
受了爱心礼包
订单。在了解
到礼包除了一个
书包外，还包
括 一套冬校服
和一套床上三件
套后，她表示想
要捐一套春秋装
校服，总价值 1
万余元。同时
她还承诺，在
礼包赶制完成
之后将负担礼
包 发 送 的 费
用。施小凤说:

“平日里，我就
一直想做些捐
赠。这次刚巧报
社组织这样的活
动，而捐赠一些
校服也正好是我
力所能及的。”

10月 9日下
午，当记者来到
布莱特公司，这
里正在为爱心礼包“赶工”。
施小凤正在检查校服的质量，
在交谈中记者了解到，9月、
10月正是需要整合订单为本

市学校发送校服的时间段，这
也让公司在开学季过后再一次
陷入了繁忙。记者注意到，此
次为爱心礼包赶制的校服与床

单是本市小学生所用的款式，
是经过市教育局检验的。校服
做工精细，厚度和舒适感不
错。施小凤说：“我希望安龙

山区的小朋友们在新学期可以
穿上与慈溪小朋友们一样崭新
的校服，用上崭新的床上三件
套。”

嘎拉小学爱心礼包
正在抓紧赶制
爱心企业家为爱心礼包再增秋衣

本报讯 近日，市民罗女
士在龙山一家蛋糕店消费，
参与了店里的抽奖活动，结

果抽到了一台落地风扇。当
时，罗女士发现商家在宣传
上写着赠送的是某品牌风
扇，但实际赠送的是骆驼
牌，牌子与宣传的不一样。
商家解释说，原先牌子的电风

扇没有了，于是用骆驼牌电扇
代替。

面对商家的答复，罗女士
不认可，认为商家存在虚假宣
传行为，于是向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投诉，请求帮助赔偿相关

损失。接到投诉后，市市场监
管局龙山分局工作人员立即介
入调查，联系商家核实相关情
况，发现罗女士所反映的情况
属实。

经工作人员与蛋糕店负责

人多次沟通，对方也意识到自己
的不对，同意向罗女士赔礼道
歉，并补偿她300元现金。对这
样的结果，罗女士表示满意。

抽奖抽到的风扇 领奖时牌子变了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路余 韩施

■全媒体记者 冯茜
通讯员 张薇瑛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实习生 霍婷婷
通讯员 徐波

■全媒体记者 黄凯

图为孙佰桥一家人合影。 ■摄影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王文凯

本报讯 冷空气重掌蓝天
之后还在继续补充，淅沥的小
雨和白茫茫的天色都被抛在脑
后，天气进入了一段晴冷期，
预计一直持续至周末。冷冽的
清晨，街头的短打扮一下子消
失不见，外套成为标准出门
装。

据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
报，今天的晨温在 13℃附近，
最高气温21℃，创下下半年来
新低。预计明后天晴好持续，
气温开始触底反弹，到周日有
两三度的升幅。这么低的晨
温，虽然不至于冷到不可开
交，但初秋的寒意已经不能再
被忽视了。

早上出门时，估计已经有
人在心里嘀咕，是不是该穿条
秋裤啊？现在流行的“秋裤指

数”认为最低气温低于10℃就该
穿秋裤了。不过不同人群身体状
况不同，抗寒能力有差异，还是
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增减衣服。原
则是别着凉，毕竟“秋冻”也得
有个度。

有一件事是这个周末可以提
前准备的：先把压箱底的秋裤找
出来，为下一波冷风冷雨做好
准备。浙江省气象台说，14日
到 16日全省还有一次降水降温
过程。“一场秋雨一场寒”，前
天早上细雨微斜，湿度居高不
下，18℃的气温也没挡住阵阵
湿冷。

这个周末天气晴好，体感微
凉，非常适合约上三五好友，或
举家出游，找条登山步道爬爬
山、出出汗。既锻炼了身体，又
亲近了自然，是非常不错的选
择。

周末晴好冷冽
气温触底回升

■全媒体记者 杨贯

生产车间内，员工正在赶制、检查爱心冬衣。 ■摄影 全媒体记者 黄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