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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见店内海报，时间6月19日起，送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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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畑畑 整理

本报讯 7月 8日上午，周
巷镇平王社区的暑期假日学校正
式开班，来自安徽、河南等省的
35名“小候鸟”将在这里度过
一个快乐的暑假。据悉，该暑期
假日学校已经连续开办了 6年，
得到了越来越多社区内居民、家
长和孩子的认可。

除了常规的素质教育课，今
年的社区假日学校增设了跆拳
道、武术基础等体育类课程，
另外还安排参观消防队等安全
实践活动。小朋友们听到丰富
的课程安排，纷纷和同桌讨论起
来，现场不时传出一阵阵欢声笑
语。

请假前来陪孩子参加开班仪
式的家长刘先生笑容满面，显然
非常满意。“咱们社区的暑期学
校搞得真好。”刘先生告诉记
者，这是孩子第一次参加社区的
假日学校。“孩子刚放暑假就从

安徽老家过来了。我们工作忙，
没空看着他。这里能学到东西，
小孩子在一起还热闹，我们家长
也放心。”

“很多家长到暑假了就会发
愁，孩子大老远过来，自己又照
顾不了，假日学校解决了不少家
长的难题。”社区假日学校的负
责人封丽丽告诉记者，为了让孩
子们的暑假生活安全、丰富，今
年不但在课程上有所创新，而且
更加强了安全管理，每天会有班
主任、管理老师、大学生志愿
者、社区干部和“五老”人员一
起守护孩子们的安全。

记者看到，除了几位管理老
师，今年的社区假日学校又多出
了两张新面孔。家住周巷、在杭
州就读的大学生戎雪烽和吴渔夫
来这里做起了志愿者，负责管理
学生日常事务。“我们尽力在学
业、生活上多帮助小朋友。”小
吴笑着说，“在社区假日学校做
志愿者，我们的暑假很有意义。”

“候鸟”放假
社区“开学”

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认定
双方为同等责任，这是不是意
味着可以不用负赔偿责任？男
子朱某（化名）就抱着这样的
想法在事故发生后选择了“隐
身”，直到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无法正常做生意，几天
前，他才主动来到法院履行生
效判决义务。

2015年9月，朱某驾驶电
动自行车在路上行驶时，与一
辆小轿车发生刮碰，造成朱某
受伤及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
故。经交警认定，事故双方承
担同等责任。事后，小轿车投
保的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赔
偿小轿车车主维修费 1.69 万
元，并依法取得了对朱某的代

位求偿权。
朱某是江苏人，之前一

直在慈打工。事故发生后，
朱某就离开了慈溪，去往外
地。原本以为事情就这么

“翻篇”了，直到保险公司找
上门，向他追讨赔偿。朱某
不同意，在他看来，保险公
司的职责就是在事故发生后
赔偿车主损失，既然这起事
故中保险公司已经做出赔
偿，那就应该没有自己什么
事了。

商讨追讨不成，2017年 9
月，保险公司向市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朱某对被保
车辆的损失承担部分赔偿责
任。案件审理过程中，朱某
经法院合法传唤并未出庭参与
庭审。

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因第

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
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
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可在
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
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
利。原告作为保险人已按保险
合同约定向车主进行了理赔，
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故有权
向朱某主张权利。最终法院判
决，朱某需向保险公司赔偿
6760元。

可是，判决生效后，朱某
一直未支付赔偿款。去年 1
月，保险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受理案件后，承办该案的
执行干警第一时间通过网络查
控系统查找朱某名下可供执行
的财产，可惜没有收获。为了
向朱某施加压力并促进案件尽
快解决，法院将朱某纳入全国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
制其高消费。

几天前，一直未曾露面的
朱某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了法
院。原来，最近他和朋友打
算在上海开一家店，但在当
地市场监管局进行工商登记
时却遭到了拒绝。工作人员
告知，因为他是法院失信被
执行人，按照规定，失信被
执行人是不得担任企业的法
定代表人以及公司的董事、监
事、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的。

得知这一情况，第二天朱
某就和朋友从上海赶到慈溪，
并到法院找到了执行干警。

“我以为两方同等责任嘛，那
他修他的车，我医我的伤，还
有保险公司赔偿他的车损，这
事就算了了，没想到还是要赔

偿。”虽说主动现身了，但朱
某的脸上写着气愤和不理解，
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失信被
执行人。

面对疑问，执行干警拿来
了判决书，仔细向朱某解释相
关的法律依据：“同等责任的
情况下，你们双方都有权利向
对方要求损失赔偿的。保险公
司在赔偿后取得代位求偿权向
你追讨，并没有做错。”随
后，执行干警又详细说明了拒
不履行可能会有的法律后果。
听着听着，朱某的情绪缓和了
下来。

这时，陪朱某同来的朋友
表示愿意先借他 6000元。一
番思考后，朱某当场缴纳了全
部执行款履行了义务。这下，
朱某和朋友终于可以顺利开店
了。

交通事故同等责任就不用赔偿？

男子上了失信“黑名单”一头雾水
还差点店也不能开了

距离入梅已有三个多星
期，雨水犹如常驻在桥城，不
是正值大雨滂沱，就是正在酝
酿暴雨狂风。尽管临窗听雨颇
有一番雅兴，但雨水天却成了
许多桥城人出行路上最大的困
扰，即使手举雨伞，也挡不住
四面八方落下的雨，即使眼观
八方、小心翼翼，也避不开公
交站台前飞溅的水花，躲不过
跷跷砖下的“水弹”。

公交站台前积起水坑
候车乘车躲不开
湿鞋又湿身

每逢下雨天，平常不显眼
的坑洼处积蓄雨水，犹如成了
雨中一景，漂漂荡荡的水波要
直到太阳上班后才会退散。昨
日，雨水又再度“宠幸”桥
城，致使城区许多地方都出现
大大小小的水坑，比如公交站
台附近。

桥城的公交四通八达，站
台遍布大街小巷。由于梅雨天
气，记者在城区走访 1路、3
路、6路、9路等公交站台时
发现，许多站台前或多或少地
蓄起了水坑，有的水坑横拦在
站台前，与站台“竟长度”，
有的站台前出现三四个大小不
一的水坑。这些雨天里蓄起的
水坑，致使“公交族”们在出
行路上一波三折，无论是上下
车还是在站台等候，总避不开
猛然溅起的水花，只能忍受着
湿答答的裤子、袜子、鞋子继
续行程。

“有车停在站台，公交车
根本不能进站，水坑很大我们
也只能踩过去，鞋子或多或少
会进水。”一说起雨天乘车的
感受，在古塘绿苑站等车的市
民纷纷表示雨天出行不太好
受，他们之中有些遇到过部分
私家车、出租车借用站台上下
客，致使公交车无法靠站，等
车乘客只能蹚水上车的情况。

除此之外，在雨天被过路
车辆溅一身水更是常有的事，
家住新江路的胡阿姨每天都要

乘坐 9路车往返鸣北小区站、
浒山菜场买菜，令她最烦恼
的是最近下雨两个上下车的
公交站台前都会出现较大的
水坑，“公交车进站前一般都
会慢下来，但两个站台附近
车道窄，经常会有车借道从水
坑上开过，速度特别快，水溅
得老高，想避都避不开。”

步行途中“水弹”多
一不留神进水坑

不选择公交出行，或许能
避开站台的雨天标配，但只要
出行，途中难免需要走路，
在步行路段中可能需要迎接
隐形的“水弹”，在拦路水坑
前做出蹚水或者绕行的纠结
选择。

昨天，记者在走访北二
环、三北大街、新江路等地时
发现均有水坑，犹如拦路虎的
水坑多出现于台阶的过渡区
间、下水道口以及人行横道
等候区等地点，这些水坑普

遍 具有一定深度，且面积
大。如石桥头路口与北二环路
交叉口的水坑跨度与石桥头路
齐宽，过路市民告诉记者，暴
雨时要想干爽且便捷地过该路
口，在灵活利用减速带的同
时需保持既快又稳的速度，
才能避免被车辆带起的水花
波及。

“有些路上积水严重，像
我们骑电动车、摩托车的只能
硬着头皮蹚过去，也不能绕到
机动车道上。”而有些路口、
路段的水坑连成一片，无论
是骑车还是步行，市民在经
过时只能蹚水或者绕道，没
有减速带等可利用。俞女士
告诉记者，她上班路上需由
西往东步行过三北大街与青
少年宫路口，赶时间时只能
踮着脚尖过水坑，“早上我没
注意，一脚踩下去，鞋子里灌
满了水，幸好办公室有凉鞋可
以换，不然只能穿一天的湿鞋
了。”

明摆在眼前的水坑还有选
择的余地，但隐藏在砖块中的

“水弹”可说是暗箭难防。桥

城的沿街道路多数铺设红黄绿
三色砖块以及方形地砖，但有
些路段的砖块或因年数久，或
因常有机动车、电瓶车行驶而
变得松动，一到下雨天便极易
积雨水，过路行人一不留神踩
上跷跷板似的砖块，夹杂着泥
沙的浑水便会瞬间迸溅出灌入
鞋中。

昨天，记者外出走访时发
现，雨天走在人行道上，想要
踩着方砖“顺利”地到达目的
地存在不小的困难，有些路段
的地砖看似完好实则已经积
水，有些路段破碎、松动的砖
块连成一片。多家商铺的店员
表示，由于经常有外卖小哥将
电动车骑上人行道，导致店门
口砖块或多或少出现松动，经
常有“中弹”的路人跟他们吐
槽、烦躁地离开。住在城区的
王阿姨就时常出门散步，在雨
后遛弯时经常遇上“水弹”，

“像青少年宫路、孙塘路上铺
的砖块下好多都有积水，下雨
天一踩一个水坑，有的水特别
臭、异味重，只要出过门基本
上都要洗鞋子。”

大水坑、跷跷砖、水炸弹……

大雨天里“中弹”多
“公交族”“走路族”步步惊心

昨天，逍
林镇水云浦村
的“小候鸟”
在假日学校老
师的指导下学
习趣味手工串
珠。据悉，今
年该村假日学
校 开 设 了 美
术、书法、安
全 教 育 等 课
程，确保“小
候鸟”度过一
个 平 安 、 快
乐、健康向上
的假期。

■ 摄 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通讯
员 岑 淑 益
潘学周

快乐的假日学校

@慈溪静姨：
漠视规定载人且不
戴头盔。为了自己
和 家 人 的 幸 福 生
活，请遵守交规。

（7 月 7 日 16 时
43分）

微信网友一帆
风顺：最近，市政
养护部门在城区人
行道外围铺设圆柱
石桩，以防机动车
违停，将花岗岩地
面碾轧损坏。

（7 月 8 日 10 时
29分）

@阿拉慈溪宁
一东方红：西瓜做
的灯笼，时间一长
有 股 烤 西 瓜 的 香
味。

（7 月 8 日 20 时
06分）

微信网友三横
一竖：窗外的葡萄
藤不知不觉已经爬
到了二楼窗口，还
长出了葡萄，快熟
了。

（7 月 9 日 15 时
30分）

■全媒体记者 陆铭铭

■全媒体记者 姜鹏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黄开杰 施珊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