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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CHINA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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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游玩害怕遇上
人山人海，出门限制多多，
由于各种因素，有不少市民
打消了五一假期出游的念
头，计划家里蹲。不过，即
使选择宅在家里，也千万别
把难得的假期消耗在掌中的
屏幕上，可以试试流行的
DIY手工制作，顺便给家中
添个独一无二的装饰品。

记忆中的草帽、竹背篓
等均是编织而成。记者了解
到，近年流行的编织品多种
多样，仅使用藤条、竹条等
原材料就可编成果篮、收纳
筐等。这些原材料在淘宝、
京东等电商平台上均能送货
上门，根据想要制成的形
状，还可以自行选择材料的
粗细。

制作手工最怕有双不听
使唤的手，不过即使没有制
作经验也不用担心，在小红
书、抖音等 APP 上有许多
分享视频，可供初学者参
考。在疫情期间迷上藤编
后，最近市民小陆又为五一
小长假预订了 1斤的藤条，

“手工制作难免会出现买家
秀和卖家秀的效果，不过这
也是手工制作的乐趣，能发

挥自己的创意，否则跟流水线
生产的有什么区别。”

倘若觉得编织有难度，那
么何不尝试十字绣或戳一个呆
萌的羊毛毡玩偶呢？记者在电
商平台发现，刺绣、羊毛毡这
类产品以精巧受到欢迎，尤其
是毛绒绒的羊毛毡，捕获了不
少年轻人的芳心，或当作背包
挂件，或装饰书桌。想亲手制
作也没有什么难度，只需购买
材料包，原材料及戳针、绣绷
等工具，一应俱全即可上手。
有不少被羊毛毡圈粉的“戳
友”表示，制作时还有个隐形
的好处，“特别解压，怪不得
还叫戳戳乐，就是戳的时候费
手，如果稍不注意会戳到手。”

其实，还有适合亲子的热
门DIY选择——数字油彩画。
数字油彩画其实是简易的颜色
填充，制作过程既不 “ 烧
脑”，也不涉及容易扎手的针
线活，即使零基础也能轻轻
松松完成。不过要想制作一
幅完美的作品，除了需要细
心，关键得有耐心。“网友

“丁丁”表示，前两个周末、
工作日，我花了一两个小时填
涂颜料，第一幅作品现在还剩
一小半没完成。如果没有足够
的耐心，建议还是不要入手，
或者选择简易的先练练手。”

各式装饰品DIY

本报讯 这个五一可以
去外面嗨皮一下了，由于尚
在疫情期间，选择在家门口
走走的市民更多，有的计划
去商场大肆 shopping一番，
有的选择去书城的知识海洋
里充充电……对于垂钓爱好
者来说，这个五一更是一个
不容错过的节日，纷纷做好
了充足的准备，计划独自或
是约三五好友，在这个假期
感受户外垂钓的乐趣。那么
在我市，有哪些垂钓地方可
供选择呢？

位于古塘街道新潮塘村
的新大昌青鱼垂钓中心（中
横线旁） 的负责人朱先生
说，目前来预约五一假期的
垂钓爱好者比较多，已经有
六七十个。位于杭州湾新区
东部的罗郑甲鲻鱼大钓场的
负责人王先生也表示，他们
渔场并不需要预约，属于随
到随钓模式，不少市民已来
电咨询五一垂钓的具体事
项，渔场也已做好了充足的
准备，迎接垂钓爱好者前来。

记者了解到，在我市各
大鱼塘钓鱼基本上都要收取

一笔费用，有的鱼塘鱼种单
一，但个头比较大，是不少钓
鱼爱好者的首选。

除此之外，一些野外的湖
泊、小河等地，也是垂钓地的
不二选择，可以专享属于自己
的乐趣。眼下还是龙虾繁殖季
节，个头长得比较快。但据记
者了解，我市目前没有专门钓
龙虾的基地，钓友可以到河
边、池塘、水渠、茭白田等地
方垂钓，需要凭运气寻找合适
的场地。

很多人对钓龙虾比较陌
生，那么需要准备什么？对
此，钓龙虾爱好者裘先生也支
了招，钓龙虾要准备好竿子、
线绳、饵料，竿子和线绳需牢
固不易断的，一般要一到两米
长，具体长短根据垂钓环境，
生肉都可以作为饵料。因钓龙
虾和钓鱼不一样，钓上来时龙
虾比较容易掉落，垂钓时最好
再带一顶抄网。

这里也提醒一下市民，垂
钓固然有趣，但户外垂钓也要
戴好口罩，做好防晒工作，同
时一定要注意文明和安全，特
别是野外垂钓，千万不要选择
在高压线附近等不安全的地
方，同时最好有人陪同。

垂钓去哪里

本报讯 春风吹来樱桃
红，春来香果第一枝，是谓
樱桃。随着春风拂过，樱桃
红如期而至。记者了解到，
慈溪本地早熟樱桃已进入采
摘旺季，晚熟樱桃也即将上
市，今年樱桃长势和品质均
好于去年。趁着春光依旧、
樱桃红桑葚紫，在这个五一
小长假，带着家人和萌娃，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之旅
吧。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我市本地樱桃的品种
主要是短柄樱桃，还有一种
叫“黑珍珠”的小樱桃。本
地樱桃销售主要是通过采摘
游的方式，在种植地就被消
化掉，平均价位在 100—
110元一筐。据本地的一些
农户介绍，我市樱桃上市比
前几年略晚几天，而眼下正
是采摘旺季。短柄樱桃从 4
月 25 日就开始大量上市，
黑珍珠新品种樱桃预计从 5
月1日开始大量上市，采摘

期可持续到5月15日左右。
昨日，记者走进位于观海

卫镇的四季果园看到，30多
亩的樱桃基地里，一个个红得
晶莹剔透的樱桃挂满了枝头，
放眼望去，绿色漫卷，让人垂
涎欲滴。“我们的樱桃是种植
在棚内的，经过精心培育的优
良樱桃品种与普通小樱桃相
比，不仅纯天然、无公害，而
且果实晶莹、颜色艳丽、口味
也更甜，平常周末前来采摘的
游客络绎不绝。”四季果园负
责人叶崇告诉记者，这里的樱
桃树经过了矮化，小朋友也触
手可及，偶尔还能看到孔雀、
山羊在旁边漫步。

“下雨天，游客也能在大
棚里从容地采摘，园内铺了石
板路，方便小孩子走路。”叶
崇说，这两天，四季果园已经
接到了很多市民的电话，询问
或预约小长假期间具体的开园
时间及最佳的采摘时间节点。
为了迎接客流高峰的到来，采
摘园前几天还进行了大扫除，
为来客营造一个安全干净的采
摘环境。

樱桃采摘正当时

本报讯 环卫工人是公
认的城市美容师，不过，在
扮靓城市过程中也处处可见

“三北城管家”们的身影。
近日，一群“三北城管家”
走街串巷，四处“挑刺”纠
正乱停乱扔等不文明行为，
令市容焕新颜。

春日阳光明媚，森林公
园成了亲子游、全家游、锻
炼休闲的首选地。近日中
午，这里迎来了白沙路“三
北城管家”，他们身穿绿马
甲、头戴白色义工帽，手中
提着垃圾袋、钳子等工具，

“全副武装”地走进森林公
园。沿着园内步道，他们顾
不上欣赏烂漫春景，一路低
头前行，眼睛在草丛间、步
道上打转，寻找是否有市民

丢弃的塑料瓶、烟头、零食
袋等垃圾。他们打包清理了
散落在园内的垃圾，“这趟
城市美容之行收获满满，既
锻炼了身体又美化了环境，
希望大家赏景时能拥有一个
好心情。”

早前，为满足市民疫情
期间停车的需求，执法队员柔
性执法，对不妨碍正常秩序的
违停行为予以教育警告纠
正。然而在人性化管理下，
却有部分驾驶员把人行道当
作自家停车场，随意乱停乱
放。近日，观海卫“三北城
管家”走上街头，引导文明
停车。他们一边劝导车主纠
正违停行为，一边以“见店
进店、见车发车”的方式，
向沿街商户业主及车主发放
《文明停车做美丽慈溪人》温
馨提示，同时鼓励居民对乱
停乱放进行监督劝导。

由于爱“找茬”，“三北城
管家”们有时会引来质疑，但
正因他们的“多管闲事”，城
市市容日益美丽，也有许多市
民被他们的一言一行而感染，
主动为市容添上靓丽的一笔。
近日，古塘“三北城管家”齐
心协力，在华胜路附近整理被
胡乱摆放的共享单车。“三北
城管家”们为将单车摆放整齐
而忙个不停，目睹此景的还车
市民也自发整理摆放好单车。
宗汉“三北城管家”到时代广
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吸引
了正在空旷广场内玩耍的几个
小女孩加入“三北城管家”的
行列，跟叔叔阿姨们一起捡拾
起地上的垃圾，用小手为城市
的美丽加分。

劝违停、捡垃圾、清牛皮癣……

“三北城管家”
为美丽城市加分

本报讯 “谢谢你们记
得我们一家，有你们的帮
助，我和儿媳妇能够挺过
去！”日前，掌起镇戎家村村
民柴爱利在宁波二院见到乡
亲姐妹们时，激动地拉着大
家的手，表达自己诚挚的感
谢。

柴爱利今年 73岁，原是
戎家村的妇女主任。任职期
间，哪家需要帮助，她总是第
一个去了解情况；哪家有矛盾
需要调和，她又是街坊邻里的

“贴心人”。有时候忙起来，她
总是顾不上家里，却在村民们
感谢她时，挥着手说“应该的
应该的”。在她担任妇女主任
的十几年里，戎家村的每家每
户都是她记挂在心里的“家
人”。

退休后，柴爱利总是一有
空就往村里跑，看看有没有帮
得上忙的地方。然而 2010
年，村里好久没有出现过柴爱
利的身影，大家一打听才知道
她儿子因身体不适确诊为胃
癌。此后的日子，因为儿子病
情反复，无论是在家休养还是
住院治疗，柴爱利始终陪伴在

儿子身边。
同样让柴爱利放心不下

的，还有她的丈夫。由于身患痛
风、气管炎、小脑萎缩等多种疾
病，柴爱利的丈夫丧失劳动能力
后，卧床养病多年，无直接经济
收入却长期需要治疗。2017年2
月，柴爱利丈夫病逝。祸不单
行，同年4月，柴爱利儿子因病
情恶化也病故。短短三个月，丈
夫、儿子相继去世，给柴爱利带
来了沉痛的打击，留下了沉重的
经济负担。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柴爱
利重新收拾好心情后，今年 3
月，儿媳妇经宁波二院检查，

确诊患有脑膜瘤并进行手术，
现仍在住院治疗中。家庭经济
负担像一座大山再度压在柴爱
利的肩上。

“不行，我们一定要帮助
她，她是我们的好大姐，也是
我们的好榜样。”在了解柴爱
利家的情况后，掌起镇玫瑰公
益服务队队长楼惠婷打定了主
意，第一时间在微信群中发起
了捐款号召，希望可以帮助这
个家庭渡过难关。号召一经发
出，款项就纷纷发来，24077
元爱心捐款汇聚到了楼惠婷手
上，一同发来的，还有姐妹们
的祝福与感谢，“柴阿姨帮助

过我好多次，好人有好报”“柴
阿姨是我工作上的前辈，也是我
学习的榜样，希望她再次战胜困
难”……

与玫瑰公益服务队一同努力
的，还有掌起镇创客丽人联谊
会，在陆亚君会长的号召下，
43位女企业家们纷纷伸出援助
之手，筹得 33100元。几天后，
57177元的爱心善款就承载着大
家的祝福，送到了柴爱利的手
上。面对柴爱利的感谢，楼惠
婷说，“以前是你爱护我们乡
亲如自己家人，现在轮到我们
像家人一样站在你身后给你力
量。”

一笔善款，“反哺”好大姐
田园度假

户外度假

宅家度假

本报讯 “对方违规变道后，
还从车里甩出来个矿泉水瓶，直接
砸到了我的车头上，太不像话了！”
4月28日上午10点45分，正在杭州
湾大桥监控值班的小鲁接到这么一
通报警电话，电话那头，报案人气
愤地说。接警后，小鲁根据报案人
提供的变道车车牌联系上对方，并
通知双方一起开到宁波方向大桥南
岸服务区，等候交警的处置。

交警沈警官到达后，经过一番
询问，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报
警司机曹师傅驾驶一辆货车途经杭
州湾大桥往宁波方向南航道桥附近
时，一辆厢式货车径直从第三车道
变道至他所在的第二车道。情急之
下，曹师傅急往第一车道避让，所
幸未发生交通事故。

厢式货车司机的这一行为让曹
师傅越想越生气，干脆开车追上前

方厢式货车后，按下车窗，与对方
副驾驶开始对骂起来。“对方的副
驾驶从车里举起工具和水瓶，威胁
着要往我这里扔过来。”曹师傅坦
言，当时双方越说越激动，到最后
对方更是直接从车里抄起个 1.5升
的矿泉水瓶砸到他的车头上。

而变道的厢式货车司机高师傅
与副驾驶刘师傅也表示很无奈，“当
时前方正在封道施工，看到与后车还
有一个车位左右的间隙，就见缝插针
地变了道。可是变道之后，对方开
车追了上来，他按下车窗，冲着我
们就破口大骂，还竖起了食指，并
拿起车内的工具向我们威慑。”

交警的到来，一开始并没有能
缓解双方的情绪，反而争执得更加
面红耳赤。经过沈警官对双方耐心
细致地教育和讲解，变道的高师傅
率先向曹师傅表示了歉意，最后交
警对其违规变道及抛扔矿泉水瓶的
行为进行了查处，对双方的斗气行
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扬工具，竖食指，扔矿泉水瓶……

违规变道惹路怒
俩司机按下车窗对骂

本报讯 近日，杭州湾派
出所收到了一面特别的锦旗和
一封感谢信，这是一位在家坐
月子的新手妈妈委托家人专程
送来的，感谢民警救了他们母
子。

事情发生在4月12日凌晨
2点40分左右。当时，杭州湾

派出所值班室接到120急救中
心电话，说庵东镇海南村一名
叫小王的孕妇刚刚拨打过 120
求救，说自己即将生产，可当
救护车到达约定地点时，小王
却迟迟不现身，打她电话也一
直无人接听。120担心孕妇出
事，于是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民警王帅威
立即带领巡逻人员赶到海南
村。“小王拨打 120时，没有

留下具体门牌号，海南村一
带出租屋密集，查找工作难
度挺大。”王帅威说，当时除
了组织同事们展开地毯式排
查外，他不断拨打小王的电
话。

直到凌晨 4点半左右，搜
寻终于出现了转机。王帅威收
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发短信的正是孕妇小王。小王
说自己是云南人，只身一人来

新区打工，因为担心自己一人
无法承担生产的费用，外加这
个时刻没有家人在身边，难以
忍受生产阵痛的她情绪非常不
稳定，甚至感到绝望。

看到这条短信，王帅威和
同事加快了找人的速度，他们
边想办法定位小王的位置，边
不断拨打小王的电话，电话终
于接通了，电话那头小王情绪
激动，一直跟民警喊“不用管

我”。王帅威和同事轮流接过电
话，不停劝说小王，安抚她的情
绪。

经过 20 多分钟的苦心相
劝，小王从家里走了出来，大
家赶紧用最快的速度把她送往
医院。第二天早上 7 时，小王
顺利产下一名男婴。随后，小
王的家人也赶来了医院，对于
民警的救助，他们表达了深深的
感谢。

一个电话，救了两条鲜活生命

近日，在新浦
镇的一处农田里，
几只黑翅长脚鹬在
觅食嬉戏。春夏之
交，这些候鸟活跃
在杭州湾畔附近，
它们长着一双细长
的腿，白身黑翅，
体态修长，无论是
行走还是飞翔，姿
态都很优雅。

■摄影 全媒
体记者 王烨江

优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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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胡格格
通讯员 王佳晨

■全媒体记者 何晨薇
通讯员 高博雯

■全媒体记者 陆铭铭
通讯员 徐思蕾

■全媒体记者 龚益
通讯员 陈海侠 沈策

■全媒体记者 龚益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全媒体记者 陆铭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