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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畑畑 整理

本报讯 “路牌上写着西
二环路施工，我就绕道走了。
其实那段路可以走，没在施
工，害我白绕了一大圈。”近
日，市民陆先生向记者反映，
他被路边的一块指示牌误导，
白白走了“冤枉”路。

“那天晚上我看到这个路
牌，第一反应就是那条路不
通，要去绕路。”陆先生对记
者说，“我不经常往那边走，
不知道路况。第二天才发现，
西二环路是可以走的，没有在
施工。”

接到反映后，记者当天来
到三北大街和教场山路交叉
口的北侧，找到了这块指示
牌，牌上写有“交警提醒，西
二环路施工，过往车辆选择合
适路线行驶”的字样。

随后，记者来到了西二环
路查看情况，发现西二环南路
与北路均没有施工迹象，路面
非常平整，正如陆先生所说，

过往车辆无须绕行。
记者又来到了西二环路的北

端尽头，发现对面的马家路有
约 700 米的一段路已经围了起
来进行翻修，虽然车辆可以通
行，但有一定程度的拥堵和缓
行。在西二环路与北二环路的
交叉口，记者看到了对这段路的
交通封道公告，从中得知目前这
里开展的是西二环北路的北延工
程，即北二环路至明州路区间，
时间为今年5月8日到明年6月6
日。

为了避免市民再走“冤枉”
路，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交警部
门，将路牌误导市民的情况反映
给了工作人员。交警城区中队民
警表示，已经通知了负责管理道
路指示牌的中队，会尽快进行修
改或替换，防止对市民产生错误
的引导。

时隔一段时间，这块牌子撤
掉了吗？昨天，记者再次来到三
北大街与教场山路的交叉口进行
回访，发现“误导”市民的指示
牌已经撤除。

路边指示牌
“误导”市民绕远路

交警部门：尽快修改或替换
记者昨回访：该牌子已撤除

本报讯 “我知道，这一
天终会到来。”8月 7日上午，
在镇里简短的欢送仪式过后，
周巷镇长胜市村 23岁的沈王
琛告别家人，坐上开往北京的
列车，奔赴军营。启程前，他
这样感慨道。

不同于义务兵入伍，沈王
琛这次以直招士官的身份应征
入伍，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毕业
的他将去北京战略支援部队报

到，成为一名陆军。直招士官
是按照规定招收普通高等学
校、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
毕业生以及其他具有专业技能
的公民，作为志愿兵役制士兵
到部队服现役。作为我国科技
强军的举措之一，直招士官坚
持专业对口、招用一致的原
则，为部队输送了高素质的专
业技能人才。今年，我市共有
3名青年从全省2000人中脱颖
而出，投身军营。

沈王琛的父亲沈世建是一
名退伍海军，受父亲的影响，

“保家卫国”四个字自他小时
候起就在心底生根发芽。“父
亲 20岁入伍，在东海舰队服
役了4年半，他总给我和姐姐
讲自己在大海上巡航、守卫祖
国的故事。”长期的耳濡目染
让沈王琛对参军心生向往，他
想像父亲一样，将无悔青春献
给军营，以满腔热血书写保家
卫国的荣光。

从军的经历赋予了沈世建
刚毅的性格，并融入到对子女
的教育中，“一直以来父亲对
我和姐姐都是高标准、严要

求，我是男孩子，教诲就更严
格些。”沈王琛说，从小缺少

“慈父”关怀的他反而养成了
坚韧的性格。自 2015 年起，
他每年都毫不犹豫地报名参
军，但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圆
梦，连续4年落选反倒让这个
热血青年越挫越勇，“到部队
去，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军
人”的信念在心中愈发坚定。
为使身体始终保持在一个良好
状态，体能训练沈王琛几乎天
天不落。终于，今年 8 月 1
日，参军梦圆！收到直招士官

入伍通知书的那天晚上，沈王琛
失眠了，他握着通知书，激动的
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沈王琛的姐姐虽然不是一位
军人，但她嫁给了一名曾在边防
部队服役的武警战士，成了一名
军嫂。曾经，年轻的父辈满怀一
腔报国之志，用热血捍卫祖国碧
水蓝天；如今，追梦青年接过父
亲和姐夫的从军棒，前往军营淬
炼青春不一样的底色。时代在
变，人物在变，然而一门三军保
家卫国的红色信仰不变，我将无
我的家国情怀始终不变。

想跟父亲一样，将无悔青春献给军营

连续四年落选 今日终圆参军梦

“只有美妙的歌声与欢快
的舞蹈，才配得上隆重欢聚的
节日和幸福美好的生活。”47
岁的买买提·沙吾提大叔笑着
说。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古尔邦
节，这是新疆维吾尔、柯尔克
孜等少数民族同胞的“春
节”。192位在宁波奥博尔电
器有限公司工作的新疆籍员
工欢聚一堂，以欢快的歌
舞、富有边疆特色的美食以
及无尽的欢声笑语，度过了
这一节日。

从 2007 年开始，陆续有
近 8000人次新疆阿克陶县玉
麦乡的少数民族同胞在当地政
府的组织下，跨过 5000多公
里的距离来到慈溪务工。12
年来，已有上千个家庭因此摆
脱了贫困，生活水平明显提
高。

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
眷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
得这场在第二故乡的节日有了
更多庆祝的理由。

大家庭的欢聚

上个月，向奥博尔公司请
假返乡过节的维族同胞有 19
人。

一切都是因为对故乡的思
念。来慈5年的阿迪力·阿不
拉告诉记者，时至8月，中国
最西端的阿克陶县白天和慈溪
一样炎热，但到了晚上会比较
清凉。故乡还有巍峨的慕士塔
格峰雪山、明媚的喀拉库勒
湖，以及广袤的沙漠和平原
……在他眼里，“还是觉得阿
克陶更美一些。”

比美景还让人依恋的，是
留在家乡的家人。因为路途遥
远，大多数在奥博尔公司工作
的老乡多年来没回过家。23
岁的阿迪力每天都和父母通
电话，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
外，工资基本上都寄回了家
里，负担起了两个弟妹上学的
费用。

在遥远的阿克陶，古尔邦
节是一个象征团圆的节日，当

地还保留着大家族团聚度过新
年的习惯。当晚奥博尔电器公
司的生活区，也是一个欢乐的
大家庭。食堂准备了丰盛的菜
肴，晚餐以羊肉为主，手抓羊
肉、馕包肉、大盘鸡等菜式，
还有各种新鲜瓜果。

不过，晚餐过后的即兴舞
蹈才是重头戏。在节奏欢快的
音乐感染下，大家纷纷离开座
位，比划着手开始跳舞。姑娘
们的舞姿优美舒展，小伙子们
的动作矫健有力，非常具有感
染力。虽然场地略显简陋，穿
着打扮也很平常，但无论是场
内跳舞的，还是场外观看的，
大家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欢乐和
幸福的笑容。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人
和家人通过手机视频电话，将
欢乐的时光与家人分享，浓浓
的亲情通过小小的手机屏幕传
递。时间的发酵、距离的相
隔，让每一声亲昵的呼唤与细
细的叮咛，都显得格外温情。

宁波奥博尔电器有限公司
管理部部长黄小雁来自江西九
江，不止一次参加公司新疆同
胞的古尔邦节聚会。他说，作
为在慈打拼了 19年的新慈溪
人，特别理解大家的思乡之
情，也被欢乐的氛围所感染，

“只有依靠自己的双手，尝遍
生活的酸苦辣，才能收获真正
的幸福。”

只为美好的生活

阿克陶县位于新疆西南
部，也是中国的最西端，其
西与南两个方向均是国境
线。当地主要种植玉米、棉
花及小麦，人均年收入约
3000 元，是国家级贫困县，
外出务工是当地群众重要的增
收手段。

2007 年，在两地政府的
牵头下，观海卫镇的宁波奥博
尔电器有限公司开始与阿克陶
县玉麦乡合作，接纳当地青壮
年劳动力来慈务工。目前，在
奥博尔公司工作的玉麦乡村民
中，超过一半是建档贫困户。

玉麦乡政府派来的领队干
部阿巴白克·买买提明给记者
算了笔账：目前在慈员工的月
收入平均在4000-5000元，比
在江西、福建、安徽等省的劳
务输出城市收入高出 1/3。以
当地人均年收入 4000元的脱
贫标准，一户家庭一个劳动力
来慈工作，当年就能让整个家
庭摆脱贫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玉
麦乡的年轻人一般在20-22岁
结婚，来慈务工的近八成年龄
在20-30岁。靠自己的双手成
家立业，是很多年轻人不约而
同的奋斗目标。

20岁的伊敏·萨佳提7月
底通过当地政府组织的体检
后，来到慈溪务工。此前，他
在江西南昌实习了一年，来慈
之前，靠积攒下的3万元盖好
了新房。他羞涩地说，在家乡
已经有了女朋友，等挣到三四
万元彩礼，就会回去结婚。更
远一点的计划，是积攒够本钱
在家乡开一家餐厅。

奥博尔公司的老总王广富
早年曾应邀作客阿克陶，他把
与玉麦乡的劳务合作形容为双
赢。“奥博尔”是观海卫镇十
强、慈溪市百强企业，主要生
产欧式插座，是劳动密集型企
业。阿克陶县政府组织村民来
上班，很好地帮助企业度过了
每年的春节用工荒。

“我们的员工非常纯朴，
很多人在慈溪工作了一两年就
回家盖起了漂亮、雕纹美仑美
奂的房子。”王广富说，员工
积攒了本钱、开阔了视野，返
乡后搞起了农家乐、开起了小
作坊、做起了小生意，“这真

比自己挣了钱还高兴。”

绕不过去的语言关

奥博尔公司三楼的装配车间
是新疆籍员工最集中的车间，
120名南疆同胞在这里上班。车
间主任是来自四川绵阳的张来琼
女士。在她看来，手下的新疆籍
员工干活勤快，但是普通话水平
不敢恭维。她的车间办公桌上常
备有蜂蜜，一天下来，“说话吃
力，说得多，嗓音经常是嘶哑
的。”

目前，在慈的 192名新疆同
胞中，只有 50人初步掌握了普
通话。为了避免沟通不畅，平时
有的员工外出需要让懂普通话的
员工作伴随行。

为了让新疆同胞更好地在慈
工作，促进民族融合，两地政府
及奥博尔公司都想了不少办法。
12年来，近 8000名玉麦乡村民
来慈务工，阿克陶县都提供免费
体检和往返车票。奥博尔公司为
他们提供了“五险”，阿克陶县
也有一份医疗补助。每年，合作
双方都还有一次奖励，普通话水
平是一条重要的奖励标准。今年
古尔邦节的聚会上，10名受到
公司奖励的优秀阿克陶员工中，
全部熟练掌握了普通话。

平时，大家的手机都加载了
拼音显示软件。每个周日，又跟
着专门从义乌请来的汉维双语教
师上课。有不少原本毫无普通话
基础的年轻人在慈溪工作了几年
后，已经初步掌握了普通话，能
在工作生活中进行一般的交流沟
通。

今年的古尔邦节聚会上，记
者看到了几个来慈陪伴父母的孩
子。一个名叫依布拉伊木的小男
孩民族舞蹈跳得特别棒，得到了
很多掌声。据介绍，在有关部门
牵头下，今年下半年，他将成为
首批从遥远的新疆来到慈溪上学
的6个孩子之一。

“父母对孩子的牵挂都是一
样的。孩子在身边，家长就能安
心工作。”观海卫镇相关负责人
许国丹表示，教育是最好的投
资。希望新疆小朋友们能在第二
故乡学好双语、茁壮成长，这也
是第二故乡为他们准备的最好礼
物。

在第二故乡过古尔邦节

微信网友August：风雨过后，阳光灿烂，掌起镇机关
青年干部组织升国旗。 （8月11日12时04分）

@慈溪静
姨：台风过后，
新城河上漂浮的
树枝及垃圾已捡
了满满一船儿。
新城河的美丽是
因许多人在默默
守护。

（8 月 11 日
10时52分）

@慈溪儒
农 2013：台风
过后从水缸里救
出来的小树蛙，
万物皆有灵。

（8 月 11 日
11时18分）

8 月 11 日，
艳阳高照，坎墩
街道慈壹佳果蔬
农场的员工在果
园 里 抢 收 火 龙
果，尽量减少台
风带来的损失。

■摄影 全
媒体记者 王烨
江

台
风
过
后
农
事
忙

新疆同胞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欢度古尔邦节。 ■摄影 全媒体记者 杨贯

本报讯 昨天上午，匡堰
镇岗墩村的八旬老人方大爷在
为杨梅树除草松土时突然晕
倒，所幸被人及时发现，镇卫
生院和岗墩村卫生室的医生及
时赶到，经过初步救治后老人
逐渐苏醒，后经120急救车转
至上级医院进一步救治，最后
转危为安。

台风过后，方大爷独自来
到自家林地给杨梅树修枝除
草，没想到，干活干了不久，
突然头晕眼花，倒在了草丛
里。这时，刚好有一位村民经
过，发现了昏倒在地的方大
爷，于是急忙打电话求助村干
部，村干部马上通知了村卫生
室医生茹仲明，之后两人骑着
电瓶车，急忙赶去山上救治老
人。

刚巧，两人半路上遇到了
市疾控中心和镇卫生院的工作
人员，他们正前往岗墩村自来
水厂进行台风过后的消杀防疫
工作检查指导。了解情况后，

工作人员立马兵分两路，一部分
人继续原定工作，镇卫生院主任
医师吴金华与茹仲明医生一道去
抢救昏迷的老人。

赶到现场后，方大爷还躺在
草丛里，吴医生马上紧急检查，
发现其神志有点迷糊，看不清东
西，说不出话，面色苍白、满头
大汗，血压很低，心律也不齐。
情况危急，大伙连忙一起将老人
搀扶到盘山公路，然后送上车来
到村卫生室，进行吸氧、输液等
对症处理。

十来分钟后，方大爷逐渐好
转，东西看得清了，话也能说
了。不久，老人儿子方先生也闻
讯赶到了卫生室，对村干部、卫
生院医生、村卫生室医生连声道
谢，不停地说“幸亏有你们，否
则父亲性命可能就没有了”，并
透露老人有心血管疾病，平时血
压不稳，血脂高。 40 多分钟
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转
移到市里的上级医院。

吴医生提醒，台风天刚过，
天气马上闷热起来，年事高的老
人尽量不要在闷热的环境里干
活，容易引起中暑和心血管疾病。

八旬老人上山干活晕倒
所幸被人及时发现得救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吴金华

■全媒体记者 姜鹏

■全媒体记者 屠梦欣
通讯员 沈建夫 岑俞贝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裘一栋 罗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