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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幸福的定义不尽相
同，有人觉得是一碗热汤，有
人觉得是一个拥抱，对于“折
翼天使”来说，父爱或母爱从
不曾缺席也许就是幸福。自今
年 7 月以来，市妇联开展了

“折翼天使”圆梦今夏公益行
动，帮助 287 名我市 6-16 周
岁单亲或无双亲贫困家庭女童
圆了微心愿，还帮其中的 10
名孩子寻找了 10位“假日妈
妈”，将在今后 1年里进一步
给予孩子们情感上的弥补和心
理上的关爱。

“妈妈日记”记录
相处点滴见证孩子成
长

茅妈妈结对的是白沙路街
道12岁的折翼天使然然，6年
前，然然与妈妈分开了，乖
巧懂事的她虽然表面不语，
但内心依然渴望母爱。“初次
见面时的然然内向、腼腆，
话不多，但很乐意分享。”

“第一次带然然去福利院做义
工，然然带上了心爱的画想
送给福利院的孩子们，还怕
孩子们受伤特意备了创可
贴。”“一碗普通的牛肉面孩
子就觉得美味极了，然而，
她却在吃面之前给我们每个人
分了自己碗里的牛肉……”在
茅妈妈的日记里，然然心细且
充满爱心，愿意和他人共享生
活中的美好。

每一位“假日妈妈”都有
这样一本“妈妈日记”，用于
记录与“折翼天使”相处过程
中的点点滴滴。“假日妈妈”
们发现由于家庭的不完整，孩

子们大多懂事又腼腆。为让孩
子们敞开心扉，“假日妈妈”
们时刻关注孩子们的学习与生
活情况，带他们畅游科技馆、
进行“小小法官”职业体验、
一起做公益等等，对于不善于
沟通的孩子，“假日妈妈”便
以简短书信的形式耐心与孩子
沟通……经过 2个月的相处，
一开始内敛寡言的孩子们也逐
渐绽放出自信开朗的笑容，

“折翼天使”和“假日妈妈”
的情感日益深厚，“妈妈日
记”也将继续见证孩子们的变
化与成长。

“妈妈”角色虽有
期限但爱会一直延
续……

有人因得到爱而感幸福，
有人因付出爱而感幸福。大多

数“假日妈妈”都是初次与结
对的“折翼天使”相识，而逍
林镇的岑妈妈却期待这个“角
色”期待了2年。2017年的六
一儿童节，岑妈妈因工作初次
见到“折翼天使”小怡。小怡
缺失父爱，妈妈患有精神残
疾，小怡乖巧的模样惹人怜
爱，家庭境况的艰难更是让岑
妈妈牵挂。2年间，岑妈妈对
小怡的关心从未间断，并在物
质和精神上给予孩子一定的帮
助。

得知活动推出后，岑妈妈
第一时间报名成为了小怡的

“假日妈妈”，“我觉得我才是
那个幸运儿，现在能更好地帮
助与爱护小怡了。”今年 9
月，小怡步入高中，学习与生
活开销上升，这意味着这个本
就经济拮据的家庭将变得更加
捉襟见肘。岑妈妈是小怡所在
村的妇联主席，她一方面帮助

小怡家庭申请低保补助，另一方
面时刻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以及
升学期间的心理变化。了解到
小怡上下学有校车接送，且在
最近的数学考试中考了全班第
一，还因优异的表现当选了班
长，岑妈妈高兴地鼓励小怡：

“再接再厉，建立对学习的自信
心，相信通过三年的努力一定
会有收获。”

用温柔拉近距离，打开孩
子心门；用博爱温暖心灵，填
补爱的空白；用耐心循循善
诱，引导孩子建立自信……这
群 非 亲 非 故 的 “ 假 日 妈 妈 ”
们，用无私奉献的大爱，抚平

“折翼天使”眼里的忧伤，呵
护她们向阳生长。“即便 1年之
后‘妈妈’角色到期了，我还
是会继续关爱结对的孩子，帮
助她自信、快乐地成长。”岑
妈妈说出了“假日妈妈”们的
心声。

“假日妈妈”
用爱守护“折翼天使”

本报讯 “朋友们，新的
诈骗方式来啦！如果你莫名其
妙收到‘货到付款’的快递
包，一定要确认是不是自己下
的单，不是的话，可以拒收
哦。”日前，市民张怡宁朋友
圈上的一条温馨提示引来了众
多好友的“围观”，其中也有
遭遇相同骗局的朋友。

没有网购却收到包裹，不
一定是“惊喜”，也有可能是

“惊吓”。回忆起当天的经历，
张怡宁说，接到快递电话的时
候心中便有了疑虑，“我根本
没买需要货到付款的东西，以
为是个诈骗电话，结果快递小
哥说已经送货到楼下了。”存

着一丝疑虑，她下楼验货，快递
小哥告诉她需到付99元。

在跟对方确认可拆包验货
后，张怡宁打开这个神秘的快
递，发现里面是个包装奇怪的红
盒子，盒子上写着“虫草”二
字。她确认该包裹并非自己下单
的物品。以防万一，她还致电寄
货方加以确认，发现对方的电话
是空号，“这下我就很肯定是个
骗局了。”

记者随后走访了我市几家快
递投递点，工作人员表示，此类
事件在我市已经发生多起，被骗
的市民收到的“货到付款”包裹
也是五花八门。在这里，提醒广
大市民，双十一在即，在买买买
的同时，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

“诈骗套路”。

有一种骗局
叫“货到付款”

微播报

■陈畑畑 整理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双
十一”购物狂欢即将来临，有
购物计划的市民这两天想必都
有些忙碌，有的呼朋唤友忙着

“盖楼”大业，冲刺 20 亿红
包，有的归整购物车，正加加
减减算着优惠金额……消费者
已做好“剁手”准备，那么电
商们又在做些什么呢？昨日，

记者前往周巷电子商务产业
园，一探电商的备战情况。

据了解，周巷电子商务产
业园大约有 2万 4千平方米的
仓库面积，供100多家电商使
用。一走进仓库，只见仓库里
划区域堆放着各类产品，电暖
器等包装完整的大件商品在地
上摞成2米多高，货架上摆满
暖桌垫、毛球修理器等小件产
品。仓库里还不时有圆通、顺
丰等快递车辆进出，既有前来

揽收当天快递件的，也有为厂
家配送双十一库存产品。一有
快递车驶入，仓储人员纷纷停
下打包工作，与快递小哥一起
搬运货物，有位快递小哥告诉
记者当天他已经来送过两趟快
递了。

在仓库里，记者见到一位
保暖产品的仓储人员小杨正在
休息。他说，由于双十一活
动，现阶段店铺订单跟以往
相比反而减少了，包完快递

件后每天主要是接收工厂运
来的产品、整理库存，“双十
一当天才轮到我们上场，去
年店铺接到一万多单，打
单、包装、搬货物，一整天
没有片刻时间休息，这两天
就先养精蓄锐。”

电商的仓储部在井然有序
地进行准备，而有些电商的客
服人员已经提前进入双十一的
忙碌状态。自从各大电商平台
开启双十一预热活动后，小陈

每天都要接到近百位顾客的问
询，向他们介绍产品、解释店铺
优惠等，除此之外她还要关注产
品加购的情况，调整产品库存，

“备战双十一只有一个字忙，有
时候会忙到晚上七八点。”

园区负责人励总告诉记者，
园区约60%的产品为小家电，结
合去年双十一的销售情况，加上
天气因素，预计暖脚器等保暖产
品仍会受到消费者欢迎，成为园
区的主打产品。

万事俱备待双十一 电商园区有序备战

本报讯 双十一即将到
来，慈溪不少童装商家抓住这
一商机，开启了一轮线上线下
销售攻势。

慈溪童装起始于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白沙路街道河角。经
过 30多年创业创新，目前已
经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第二大童
装制造基地，现有童装生产企

业 3000余家，形成了一条完
整的产业链。匡堰、白沙路以
针织为主，胜山、坎墩以梭织
为主，已经成为我市轻纺针织
行业的一张名片。

早在去年 4月，我市便与
阿里巴巴签订了中小企业商务
服务框架合作协议，依托阿
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及资源
优势，支持一批传统企业触
网开展线上市场拓展，培育

一批慈溪本土品牌走出全
国、走向海外。如今，“互联
网+”的创新营销模式让慈溪
童装越走越远，不少童装厂
大量发货至杭州、广州等多
地进行网络销售，许多个人
商家也在淘宝、微信平台进
行零售。早几年率先与台州
同乡在淘宝天猫店合作做起
网上童装生意的赵文正也尝
到了双十一的甜头。往年，

因着双十一，曾一度有童装
单品在 11月的销量达到万件
规模。除了销量，电商的销
售模式也带来了便利，他感
慨道：“以前头疼的应收款要
占六七成，如今难题迎刃而
解。”

双十一已经不仅仅是线上
商家的狂欢，不少线下童装
商家也抛出促销手段。一家
同时在慈溪进行线下门店和

微信线上销售的童装店老板陆
敏说：“趁着双十一，我们店
里从 1 号开始搞促销活动，消
费满 1111 元只要付 888 元，双
十一有消费冲动的顾客比之前
多了，再加上优惠活动，销量
比之前上涨了大概 30%。”一
家婴幼儿服装店的工作人员
说：“双十一促销活动，店里的
经典款式打六折会一直持续到
17号。”

童装线上线下销售 搭上双十一顺风车

本报讯 前天夜里，冷空
气悄悄地来到了三北大地。清
晨出门的时候，空气湿润清
凉。抬眼是白茫茫的秋雾，直
到中午还未消散；地上半湿半
干，有下过小雨的痕迹。

市气象台当天给出的预报
是阴有时有小雨。这样的小雨
有多小？气象台工作人员说，
昨天蒙蒙小雨作为一种天气现
象，能够被大家直观地看到和
感受到。但由于降水量小于
0.1毫米，观测场的自动化监
测仪器只好“视而不见”，默
认昨天的降水量为0。

昨晚，我市又断断续续依
然不大的小雨。今天预报阴到
多云，云量依然还有一点，但
已经有机会见到湛蓝的天空。
气温 14℃-19℃。预计从明天

开始，天空明显放晴。白天气
温略有提升，明后天的最高气
温 20℃- 21℃；在偏北风吹拂
下，最低气温明显下滑，明后
天预报为9℃-11℃。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提醒，
直到 13号下一股冷空气来临之
前，冷暖气流都选择了偃旗息
鼓，我市天气保持晴好稳定。
由于云量稀疏，夜间辐射散热
作用增强，晚上和清晨可能会
有些凉意。昼夜温差拉开到10℃
以上的日子里，特别考验大家
的穿衣水平。

今天是传统二十四节气中
的立冬。今年立冬天气不算
冷，也不算热。2016年的立冬
时节出现了一波“小阳春”，11
月中旬出现了超过 31℃的“高
温”。那个时候街头着装就更乱
了。连晴天里肯定也不算冷，
估计会略高于常年平均气温。

雨朦胧后是连晴天

微 信 网 友 rebec⁃
ca：一不小心，办公室
里这么大的鸟窝！只是
从哪进来的呀？之前留
个空间堆放东西，竟让
它们趁机而入了。

（11月5日8时58分）

@ 慈 溪 儒 农
2013： 老 妈 包 的 蛋
饺，以前都是肉馅为
主，现在是荠菜为主，
猪肉当配角了。
（11月5日11时06分）

@尔尔尔尔尔：
面对这几只鸡，用仅会
的数字数啊数，123，
123……永远数不清，
仍乐此不疲。
（11月6日12时23分）

@胡胜杰围脖：
在新浦水云路附近，发
现有焚烧垃圾的，希望
能对该地段的环境污染
尽快进行整治。保护环
境，人人有责！

（11月7日9时58分）

近日，市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全体党员及妇女志愿者赴金桥社区世纪花园，开展垃圾分
类志愿者宣传活动，到居民家中分发垃圾分类宣传单、垃圾袋、垃圾桶和垃圾分类投放智能卡
等。 ■摄影 全媒体记者 陈邦强 通讯员 徐婷 王琴

党员上门宣传垃圾分类

■全媒体记者 杨贯

■全媒体记者 陈思言

■全媒体记者 钱佳欣

■全媒体记者 陆铭铭
通讯员 岑俞贝 施建波

■全媒体记者 屠梦欣
通讯员 应路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