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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起，未备案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不准上路了

快给自己的爱车
申领
“临时身份证”

提醒：办理时记得带上身份证、购车发票及车辆合格证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胡志东 徐燕

方先生告诉记者，平日里，电
动自行车是他的主要出行工
具，前些日子从朋友口中得知
本报讯 快给自家的电动 这个消息后，他便揣着电动自
自行车上个临时牌照吧！4 月 行车的合格证、发票以及身份
1 日起，未备案登记的电动自 证赶到了观海卫交警中队。但
行车将不准上路了。近日，这 是方先生没有想到，窗口前排
个消息在朋友圈里不停转发。 起 了 长 队 。“ 我 上 午 就 来 过
没错，消息属实！
了，估摸是轮不到了，就改成
记者近日赶到观海卫交警 下午再来。”下午 1 点半，他
中队时，看到市民正扎堆领取 再次赶到观海卫交警中队，终
电动车临时牌照，两列长龙一 于完成了电动自行车的备案登
直排到了违法处理室的门外。 记。
方先生刚完成了电动自行车的
外来务工人员陈女士刚刚
备案登记，从工作人员手中领 在车行购置了一辆新的电动
取到了一块绿色的临时牌照。 车，老板反复叮嘱她一定要去

交警中队进行登记。“之前也 市民的办证高峰，各登记点也
听到过这个消息，既然买了新 频频出招，尽量缩短市民等候
车，就顺道把临时牌照领了， 时间。
免得以后有麻烦。”陈女士这
那么办理电动自行车备案
样说道。
登记需要哪些资料呢？记者了
观海卫交警中队副中队长 解到，备案登记时，车主需携
陈国宏告诉记者，通过入村进 带有效身份证、购车发票以及
企紧锣密鼓地宣传，不少电动 车辆合格证。备案登记中，如
车车主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 发现车辆购车发票遗失的，凭
中队的日均登记量达四五百 销售企业提供的购车证明或收
辆。如今，眼看着离截止日期 款凭证、发票复印件予以备案
只剩下半个月了，不仅是观海 登记；或者提供单位证明、派
卫中队，不少交 警 中 队 的 登 出所证明、街道村委会证明
记点前都排起了长龙。增派 （需盖公章） 均可，证明上要
人员、增开窗口、先人工审核 注明电动机号或车架号。目前
发牌再电脑输入……为了应对 全市各交警中队都设有登记

点，市民可以前往就近中队进
行办理。另外，本周起，城区
交警中队在市府岗也设置了登
记点。需要注意的是，若市民
已经在当地派出所办理了防盗
备案登记，就不需要再次办理
了。
交警提醒，4 月 1 日起，
禁止未经注册登记或备案登记
的电动自行车 （含其他两轮电
动车） 上道路行驶，违反规定
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
依法扣留车辆。所以车主们千
万不要忘了给自己的二轮电动
车免费申领一个“临时身份
证”
。

打造新市民
“阳光心灵”

日前，浒山街
道流口办联合鸣山
小学，邀请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为新
市民女性开展心理
健康讲座，内容涉
及社会压力的缓
解、亲子关系的梳
理以及婚姻家庭的
维系，让她们以健
康的心理融入第二
故乡。图为老师与
学员进行互动心理
游戏。
■摄影 全媒
体记者 蒋亚军
通讯员 陈亚儿

■见习记者

钱佳欣

本报讯 为给我市单身青年
提供交友机会，本周六下午，由
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慈
溪日报社联合策划主办，慈溪日
报报业有限公司、市红豆缘婚姻
家庭公益服务中心承办的一场纯
公益相亲交友活动将在慈溪吾悦
广场举行。昨天、前天，本报和
微信公众号推出这一活动的报名
消息，立即引发众多市民关注，
一些家长及单身青年纷纷前来报
名。
相亲一直是一个全民热议话
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大公
益婚恋平台在相亲过程中充当着
牵线男女双方的桥梁，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据慈溪各大公益婚恋
平台提供的数据分析，近年来，
单身相亲人数逐年增多，平均相
亲年龄有不断走高趋势，人均相
亲次数也逐渐增加，伴随着的
是，相亲界弥漫着一股“相亲焦
虑”的气息。这种焦虑既表现在
家长身上，也表现在年轻人自己
身上，两代人各有考量。

“白发一代”的
双重焦虑

婚恋平台登记人数屡创新高
折射两代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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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剩男剩女”的增加，
“白发代理”在相亲界越来越流
行。对于婚事，孩子不急家长
急，家长操持相亲的情况在各大
公益婚恋平台中占到了一半以
上，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的资料找
上相亲平台的门。这一现象在这
两天的相亲报名中也表现出来。
然而，家长催婚甚至逼婚的
现象也引起了不少年轻一代的反
感。对此，“白发一代”产生了
双重焦虑：孩子被“剩”下的焦
虑，孩子对过度相亲产生逆反心
理的焦虑。
昨天，一位前来为女儿报名
相亲的妈妈表示，她的女儿两年
前从海外留学归来，年纪已经过
三十，但还没有对象。“她自己
对外貌、性格的要求都比较高，
而且比较排斥我在相亲平台上给
她找，我是又急又不好逼太紧，
怕她下次看都不愿意来看了。”
慈溪市红豆缘婚姻家庭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苗丽萍告诉记者：
“有很多家长会陪着孩子去相亲，尤其是女孩子的家长。不过多数
家长只是旁观，不参与到相亲过程中。”当谈到家长对孩子择偶对
象的要求时，她说：“现在家长的要求比孩子的相对要低，主要还
是想孩子早点结婚，找什么样的多数还是会随孩子。”家长暗地着
急、代理相亲的行为她们看在眼里，建议年轻人应积极寻找另一
半，不要浪费黄金时间，而对于家长，也希望不要过分着急，时候
到了缘分一定会来的。

“细节”打败感觉与爱情

洗衣物晒被褥

晾腊肉晒干菜

太阳当空照
居民投身
“洗晒大作战”
■全媒体记者

往鸣北小区，帮儿子小两口换
洗积攒的被套被芯，晒晒久未
本报讯 这两天，太阳当 见阳光的衣物等，还不时远程
空高歌，全市吹响“洗晒大 遥控独自在家的老伴也别只顾
战”的号角，市民们不光忙着 着晒太阳，趁着好天气把自家
洗衣物晒被褥，还记挂着未制 也收拾收拾。
成的美食，挂出腊肉晒干菜，
为迎接好天气，“洗晒大
当然也有些忙里偷闲的市民悠 作战”正在各小区如火如荼地
闲地遛狗逛公园，晒晒太阳打 上演，各家各户的洗衣机不停
个盹。
地运转，不单单窗台被衣物
“ 太 阳 这 么 好 ， 不 把 衣 被褥霸占，有的小区甚至连
服、被子拿出来洗晒太可惜 健身器材、花坛、围栏等也
了。”长久阴雨又逢艳阳天， 被暂时“征用”。这两天，走
孙阿姨忙得团团转，一大早她 进小区，放眼望去，尽是五
在菜市买完菜后，便乘公交赶 颜六色的衣物被单在空中飘
陆铭铭

荡，空气中还飘来一股浣洗晾
晒后的清香。
在这样的好天气里，还有
许多市民在小区里晒起了传统
美食。走进茜苑新村，能隐隐
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细细一
辨别，那是令人垂涎的腊肉
香。可腊月已过，怎会有人在
这春日里做腊肉？循着香味，
记者在窗台高挂的衣物被褥间
找到了五六块腊肉，被悬挂在
二楼防盗窗下。说起这“过
时”的腊肉，来自湖南的侯师
傅有苦难言，过年前他就开始
制作家乡风味腊肉，可因天公

不作美，这雨从年前下到年
后，始终不见太阳现身，他的
腊肉自然也被耽搁了，“这不
天气终于放晴了，我就挂出来
见见太阳，免得发霉了。”
除了像侯师傅这样晒过季
腊肉的，更多的市民在晒雪里
蕻，晒干后的雪里蕻便是慈溪
人百吃不厌的美食 ——梅干
菜。在金山小区、鸣山小区等
老小区里，时不时能在空地上
见到晾晒着的雪里蕻，或铺在
凉席上或扁筐中。在茜苑新村
做中介的邹阿姨也是晒梅干菜
队伍中的一员，忙着腌制、晾

晒雪里蕻。这两天早上一出太
阳，她便在店门口铺开了一席
子的雪里蕻，她说，“尽管现
在有烘干技术，但怎么也比不
上在太阳底下晾晒的梅干菜
香，即使是泡汤味道也很美。
连晴天终于来了，我打算晒上
几十斤梅干菜，这不昨天又腌
制了一桶。”

本 报 讯 “29 号 楼 那 边
在着火了!快来救火啊!”近日
晚上 8 点左右，鸣北小区平安
建设群里，有一位热心居民突
然发了一个刚拍的视频，视频
里说话的语气十分着急，原来
其看到对面一幢楼一户人家窗

口里冒着火光，于是连忙在群
里呼救。
获悉后，鸣山社区以及鸣
北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立
即赶赴现场，进屋后发现这
户人家的厨房正在着火，浓
烟比较大。于是，工作人员有
的拨打消防电话，有的切断电
源、关闭天然气，还有的拿来
楼道口的灭火器，对着火源进

行喷射，很快就把火灭了。
消防队 员 赶 到 现 场 ， 明
火已经被扑灭，于是对燃管
设施进行了检查， 确 定 没 大
碍后才离开。在现场帮忙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赶
到的时候，房子里没有人，当
时火势不是很大，还好及时控
制住了，否则后果会更加严
重。

鸣山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陈 立
松告诉记者，房东刚刚将这
套房子装修好租出去，租户
搬进来也没几天， 当 天 是 租
户第一次烧饭做菜。当时租
户在点燃气灶，发现没有
火，以为下面的阀门关住了，
于是就打开了下面的阀门，
等租户再次点燃气灶时，火
焰 一 下 子 从天然气出口喷射

黄金耳坠修理时
才发现分量不对
在称出来只有 5 克多一点，少了
1 克 左 右 。” 短 短 两 三 个 月 时
间，正常磨损不会有这么多，会
本报讯 黄金饰品也缺斤少 不会是金器店弄错了？李先生越
两。日前，消费者李先生在观海 想越不对，于是前往金器店了解
卫镇一家金器店买了一对黄金耳 情况，希望给个说法。
坠饰品，后来在维修时无意中发
金器店员工表示，老板现在
现，实际重量比发票上写的轻了 不在店里，可以将发票放在店
1 克左右。
里，等老板来处理，到时退货或
李先生说，这对耳坠是他花 补差价。不过，李先生感觉店员
1900 元买来送给老婆的，当时 在推脱，于是就以短斤缺两、标
耳坠没有吊牌，自己也不怎么 志标识不齐等理由向市市场监管
懂，看中款式就买了。后来耳坠 部门投诉。
因为有点小问题，便拿去修一
接到投诉后，市市场监管局
下，顺便称了一下分量，才发现 观海卫分局工作人员立即介入调
分量有点不太对。
解，发现消费者所诉情况基本属
“虽然买的时候吊牌没有， 实。最后经调解，金器店全额退
但发票上写的是 6 克多一点，现 还李先生所购款项。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张军

租客开火烧饭 火焰喷射而出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姚巍巍

婚恋平台上人均相亲次数逐年增加，意味着每次相亲两个人互
相看对眼的几率越来越低。茫茫人海，如何找到那个对的人？不少
年轻人有这种焦虑。
当谈到对相亲的看法，这次亲自来填写相亲资料的孙小姐说：
“我不排斥相亲，就是担心相亲的时候碰到奇葩，更害怕相亲来的
缘分是将就的缘分，彼此之间没有感觉。”
虽说在相亲过程中彼此都目的明确、直奔结婚而去，仿佛过于
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相亲不能诱发爱情。一见钟情是少数，许
多感情都是慢慢发酵的。如何发酵？相亲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对相
亲成功率有很大影响，慈溪生活网相亲平台的负责人宓雪芳这样
告诉记者，“年轻人谈恋爱都说要找感觉，其实感觉对不对、相
亲成不成功，很多问题都出在细节上，同一个人去相亲，穿着打
扮不一样、说话方式不一样，受不受欢迎就会有很大不同。发型
妆容、体态姿势、说话方式、语气语调，这些都会影响对对方的感
觉。”
在相亲平台的报名资料中，记者看到，有一位男士对另一半提
出的要求简单直白：“要漂亮的，整容的不要”。介绍起这位男士
时，宓雪芳说，他们已经给他安排过好几次相亲了，女方普遍反应
都不是很好。他本身条件还不错，但是每次去相亲都不怎么打扮，
说话也不讲究，太直白。找对象要找漂亮的，自己却不注意形象，
人家肯定看不对眼。“还有其他细节，例如相亲迟到、买单只付一
半，这些也很影响彼此的感觉。”

出来，吓得租户惊慌失措，
急忙让家人跑去外面寻求帮
助。
事后了解到事发原因，之
所以会引起火灾，原来房东在
装修厨房时， 没 有 把 燃 气 灶
和天然气管道连接好，最后
导致了火情，幸好没有造成
大的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事
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