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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小事 不文明行为
欢迎@慈溪日报或在慈晓·慈圈发帖

微播报

■杨昀 整理

本报讯 “我的车被一辆
平板半挂车变道刮擦了，你们
一定要严惩这辆逃逸车辆！”
11月 21日下午 3点 10分，高
速交警大队接到了报警，报警
人张某愤愤不平地称自己在宁
波方向（长溪岭隧道内）发生
了两车刮擦。

高速交警查验张某车辆
后，发现车身左侧受损严重，
痕迹从车头至车尾呈现“一”
字型。根据刮擦痕迹分析，极
有可能是一辆低平板挂车刮擦
所致。由于张某事故后驶离现
场转移至安全处，不记得事故
发生具体方位，交警只能调取
隧道公共视频跟踪张某车辆，
试图找到这辆逃逸半挂车。

公共视频显示，在下午 3
点 10分左右，张某声称的逃

逸半挂车进入视频范围，张某
驾驶轿车紧随其后，然而张某
压实线向右变道，最后从自己
车道向左偏移碰撞挂车。半挂
车全程正常行驶，未变道也未
超速，事故因张某驾驶注意力
不集中引起。

“我可能长途驾驶下午有些乏
累，注意力不集中就引发了事
故，没想到还冤枉了半挂车司
机，实在不好意思。”事后，张某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这样跟记者说。

交警与半挂车司机王师傅通
话后得知，他并不知道当时有轿
车撞上他，可能是平板较厚事故
发生时没有震感，他检查自己车
辆发现并无大碍，不要求事故赔
偿。

最后，交警对张某因违法变
道处 200元记 3分处罚，认定其
因该违法行为的过错承担事故全
部责任。高速交警提醒，应严守
交规，谨慎驾驶。

正常行驶的车
竟成“逃逸”？

本报讯 前天，市科技馆
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11名
视力残障人士在志愿者的陪同
下体会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感受科技的魅力。

去年年底以来，绿恒志
愿服务队与东部观海卫、附
海、掌起、龙山等镇的 20名
20-55周岁、视力残疾一、二
级的残疾人结对，开展“点亮
心灯”公益项目。先后组织他
们在宁波地区开展公益活动，
带着他们“灵市面”，融入社
会。

当天上午，这 15名视力
残障人士先后参观了儿童科技
展厅、基础科学展厅和材料展
厅，共历时1个半小时。因为

视力受限，大多数项目大家只能
听志愿者和讲解员讲解。而一些
触碰式的项目，大家的兴致很
高，排着队依次体验。像《无弦
琴与无皮鼓》的感应式弹奏和聆
听《天籁之音》长短不一管子的
差异声调，大家玩得挺开心。此
外，基础科学展厅墙壁上的科学家
浮雕，正常人群可能只会看作是一
种装饰，视力残联人士则会很用心
地去抚摸感受。

据了解，平时这些视力残障
人士的活动范围很小，文化商务
区及科技馆都是第一次来。活动
结束后，志愿者还领着大家在文
化商务区转了一圈，知道了“一
院五馆三中心”等慈溪新的文化
地标。弱视人士柴科群来自掌起
镇，他说通过参观，切实体会到
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科技变
革的魅力。

点亮心灯
体验科技魅力

本报讯 把逝去的人重新
唤回，赋予永恒的美丽。特殊
遗体整容是一项特殊的遗体处
理技术。逝者因高空坠楼、车
祸、溺水等意外事故离世，导
致遗体毁容或受创、变形严
重，殡葬专业人士会采用一些
特别的技术手法，对这类遗体
进行整容修复，让遭遇不幸的
逝者可以体面地告别世界。但
这笔特殊的花费少则几千元，
多则数万元，在涉及追偿时该
如何界定？日前，慈溪法院通
报了一起涉及特殊遗体整容费
的案件。

2019年 11月，杨某驾驶

大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在路上
行驶时将陈某撞倒。车轮从陈
某身上压过，致其当场死亡。
经交警认定，杨某负事故全部
责任，陈某无责。

据了解，杨某所驾驶车辆
为王某所有，在保险公司处投
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为
治丧需要，事故发生当天，王
某支付了某礼仪服务有限公司
特殊遗体整容、穿衣服务费
6.3万元，并先行赔偿陈某家
属10万元。

办理完丧事后，陈某家属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杨某、
王某、保险公司等赔偿医疗
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合
计200万余元，其中丧葬费一
项 3.5万元。面对家属提出的

赔偿事项，几方被告多少各持
己见，尤其对是否还需再赔偿
丧葬费这一项，原被告发生较
大争议。被告方认为，既然已
经支付过特殊遗体整容费和穿
衣费，就没必要再额外支付丧
葬费，因此不同意赔偿该项费
用。

那么，这笔特殊遗体整容
费到底该不该单列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因
车祸遭遇碾压导致遗体受损严
重，为此支出了高额的特殊遗
体整容费，该遗体整容支出不
违反民间对死者殡葬的通常习
俗，亦符合作为死者近亲属的
情感需要，该费用直接支付给
某礼仪服务有限公司，且明确
为“特殊遗体整容、穿衣

费”，有别于死者近亲属办理
丧葬事宜的其他必要支出，故
该项费用应单列赔偿，不影响
家属对丧葬费的主张，遂判决
支持赔偿丧葬费的同时亦赔偿
遗体整容费。

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
提起上诉。
■法官说法：

特殊遗体整容不同于普通
的遗体遗容，一般意义上的整
理遗体遗容主要是整理逝者的
仪容和穿戴，而特殊遗体整容
是因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遗体
遭受严重破损而产生，目的在
于恢复遗体完整性。关于特殊
遗体整容费是否包含在丧葬费
内以及应否单列赔偿，在司法
实践中素有争议。

本案中，特殊遗体整容费系
逝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中实际支
出的费用，该项支出与交通事故
具有因果关系且有其合理性。特
殊 遗 体 整 容 ， 关 系 逝 者 作 为

“人”的最后的体面和尊严，是最
基本的人道主义要求，有其存在
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理应具有独
立地位并得到充分保障。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八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
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
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
此获得的利益赔偿，损失或利益
难以确定且双方就赔偿数额协商
不一致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赔偿数额”，特殊遗体整
容费的具体赔偿数额，以必要、
合理的实际支出为原则认定。

交通事故致死 遗体受创严重

遗体整容费用可否单列赔偿？
法院判决支持

建立技能人才（蓝领）和
专技人才（白领）贯通机制，
顺应高质量制造业发展所需。
慈溪这项职称“破壁”改革成
果，随着熊建定获得电气工程
师职称，首个“双技”贯通人
才应运而生。“原来是高技能
人才，职业晋升通道已封顶。
如今进入专技人才序列，职业
发展通道更加宽阔，也为企业
复合型人才培养作探索。”熊
建定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专业专注
走好专家路

熊建定是宁波中等专业学
校慈溪分校建校第一届毕业
生，当时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
共有 80 人。现大多改了行，
从事这一专业的已寥寥无几。

因为热爱，所以专注！他
的职业生涯虽多次转岗，但从
未离开电工维修这一专业。横
向领域开拓从自动磨床，到热
处理设备、水处理设备；纵向
实现设计、安装、调试、维修
等服务一条龙。

1996 年熊建定刚毕业就
分配到国营企业三环动力下属
一家轴承分厂，在当好保管员
的同时，还到自动磨床车间向
电工师傅学习电气维修。常常
主动加班到深夜，逐渐掌握了
一定维修技能。后见电工师傅
上调到总厂，就主动请缨顶替
上岗。一碰到维修疑难杂症，
常常反复推敲、尝试，直至攻
克为止。经过三年锤炼，终成

“行家里手”。
然而，由于企业改制，

2000年，熊建定选择了下岗
自主创业，在周巷镇西街开设
一家“奔腾”电器维修店，以
过硬的维修技能渐入佳境。特
别是为康安床上用品厂自主设
计、制作、调试了一条硬质棉
生产流水线而声名大震。接
着，又大胆替代“深圳师
傅”，为当地印刷企业的海德
堡四色印刷机排除故障，省
本、高效又及时，得到印刷企
业老总肯定。生意越来越好，
一干就是 10年。熊建定期待
职业生涯有新提升。

2011 年，应景远热处理
总经理景荣富之邀，担任设备
部主任。正逢该热处理行业领
头雁，花巨资引进三条国内一
流热处理装备流水线之际，这

些设备安装后调试到投产历
时整整一个月时间。还因热
处理工艺用电量大，并且全
天候运转，一旦发生故障，则
意味着生产延期、成本压缩
利润空间。重任在肩，他带
领电工班负责所有机电事
务，一天 24小时待命，主要
做好3台加热炉的电气“调试
师”和“维修师”，一接到故
障抢修电话就立即响应，排除
电气故障。

3年后，待设备生产稳定
了，经与老总商议同意，又到
了现在的通驰实业担任设备技
术部主任。该企业原做活动扳
手，自制设备100多道工序加
工，从“吃”进45号6米长的
钢筋，到“吐”出活动扳手实
行全自动，他将所学热处理技
术尽情释放在扳手热处理淬火
设备改造中。后来企业转型到
电镀行业，他又负责设备技术
改造，从洁具行业、出口移动
房等项目，转型到水处理设备
行业维修。参与设计电镀车间
厂房基建和车间电镀垂直线和
龙门线设备整体改造升级，为
公司节约大量工程款项。参与
设计改造污水处理系统，进行
触摸屏、plc的编程，合理设
计工艺流程使得环保水排放达

标，环评顺利通过。

明确目标
执掌创新“金钥匙”

顺应瞬息万变的数字经济
时代潮流，树立目标，与时俱
进，争先创优，在熊建定看
来，唯有学习，才能执掌创新

“金钥匙”。
向身边专家学习！景远热

处理陈总工程师先后在西安航
空发动机材料研究所、上海大
学热处理厂从事材料失效分析
研究工作 30多年，拥有丰富
的热处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
验。熊建定不断请教学习，既
学到了“淬火”“正火”“回
火”“退火”的基本知识，又
掌握了不同金属材料的热处理
工艺编制等专业实操能力。

“学无止境，学用结合，
带着问题学、带着需求学。”
熊建定以 2001年获得维修电
工初级证书为起点，2010年
到 2017年，获得维修电工的
高级、技师、高级技师的技术
等级证书和电工高压操作证。
特别是掌握了电气制图Auto⁃
CAD 操作，开启了数字化非
标设备定制化新征程。

接受实践，特别是比赛检
验。2019年，在慈溪市“技能
之星”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
宁波市高低压电器装配工职业技
能竞赛和智能装备 plc设计职业
技能大赛等各项比赛中，熊建定
屡屡获奖。当年，收获慈溪市

“上林工匠”称号，入选慈溪市
“百千万”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
工程“优秀技能人才”培养项
目。2020年，宁波市总工会第
四批“港城工匠”、慈溪市“上
林银匠”等称号又如期而至。

前行的路从来不平坦，认准
“独行快，众行远”这个道理，
熊建定深知团队合作、抱团竞争
的重要性。他放弃 10年的自主
经营，就是为了融入行业龙头企
业团队，持续走下去，有更大作
为。

熊建定这次“蓝领”到“白
领”互通人才升级，一方面，得
益于国家政策上对于高技能人才
进行了不唯学历和论文的政策倾
斜。同时，市人社局在浙江省专
业技术人员评审平台的资料上给
予了整理指导。面对理论知识的

“短板”，他经过三年继续教育学
习，终于如愿以偿。这是他“永
不言弃”工匠精神的延续和写
照，也为高技能人才晋级树立了
标杆。

从“蓝领”之巅到“白领”之专
——记我市首位“双技”贯通人才熊建定

慈晓客户端“慈圈”
圈友马果叶：以前的时候
会在瓷盘刻上名字，便于
邻里之间借用。

（11月22日10时10分）

慈晓客户端“慈圈”
圈友郑爱珍：84 岁老奶
奶玩滑梯，回到快乐童年
时光！

（11月23日6时46分）

深秋时节，森林公园的银
杏叶子给大地涂上了一层金黄
的颜色，仿佛在告诉我们，冬
天快要来了。左小图草地上落
满了多彩的树叶，一场秋雨让
这些叶子显得格外鲜艳，犹如
油画一般。右小图森林公园的
枫叶开始泛红，在雨水的浸润
下，更显靓丽。

■摄影 通讯员 樊颖杰

慈晓客户端“慈圈”圈友张长国网友34228：晚霞太
美了，摄于小雪天。

（11月22日18时14分）

慈晓客户端“慈圈”圈友负离子：父与子。
（11月23日11时21分）

秋
之
彩

■全媒体记者 鲁奕呈
通讯员 杨文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路余 杨红伟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罗军 岑唯一

■全媒体记者 龚益
通讯员 张磊 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