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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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戎志虎 整理

“我们村家庭和睦、村风
正、活动多，老人的日子越过
越舒心，外村来串亲戚的老人
可羡慕我们啦。”养老是每个
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全
面小康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宗
汉街道高王村，村里的老人说
起晚年生活，总是眉开眼笑。

高王村有常住人口 3900
多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
1290人，村中民风纯朴，敬老
成风。十几年来，每逢重要节
日，老人们总能收到村里的
慰问品、慰问金，在外创业的
村民回村孝敬老人的好事层出
不穷，敬老爱老已蔚然成风。

“村里一批创业致富的企
业家，不仅在平时为全村 75
岁以上老人发放500到1000元

不等的敬老金、年底慰问品，
还在百忙中抽身做慈善，用最
简单实际的做法将善心传递。”
村书记严钢强介绍，从2003年
开始，“慈溪市十大孝子”、中
源欧佳渔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特别助理严军威就开始向
村里高龄老人发放节日慰问
金，出资让村里的老人前往
普陀、宁波等地游玩，在他的

“领跑”下，村里更多的企业
家纷纷加入，为家乡的敬老事
业出一份力。“积善轴承、三
环钢管、合力磁材、健信核
磁、金轮磁材……十几年来，
企业家们已累计出资450多万
元为老年人提供各项服务。”

在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带
动下，村里孝敬老人的好事也
是层出不穷。高王村的志愿团
体姐妹花志愿服务队成立以
来，时时刻刻把老人们的需求

放在心上，一次次温馨的探
访，一趟趟上门服务的奔波，
春节的“十全十美”爱心餐、
端午的义卖爱心粽、为高龄老
人祝寿、节假日组织团圆饭等
活动受到了不少村民的好评，
队伍的“情暖夕阳——高王村
低保孤寡老人帮扶项目”还获
得 2021年慈溪市社会组织公
益创投优秀项目。

当然，除了企业爱老助
老，社会尊老敬老，老人们晚
年的幸福生活也离不开贴心的
养老服务。高王村慈爱家园养
老日间照料中心不仅为家里没
人买菜做饭的老年人风雨无阻
地上门送菜送饭，更是把“靠
前一步”做到了实处，在日间
照料中心为老人提供休息、健
身、理发等贴心服务。“老人
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不就
是咱们年轻一辈最大的幸福

嘛。”村书记严钢强说。
除了“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高王村还积极引导探索
老年人在村老年事业中“唱主
角”，推动老年人的晚年幸福
生活“提质升级”。村老年协
会带领全村 1000多名老年人
以老助老，互相帮助，谱写了
一曲最美的“夕阳之歌”：针
对村里老年人的需求，老年协
会充分挖掘资源，开发了一大
批文体队伍和活动；同时随时
掌握老年人的情况和需求，想
要了解村里独居、空巢、高
龄和低保老人的详细情况，问

他们绝对错不了；组织老年人体
检、邀请退休教师到假日学校执
教等村里有关老年人的事交给老
年协会帮忙，都能顺利完成。

近期，高王村的幸福养老服
务又有了新内容：老年活动室内
一大批由市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赠送的设施设备正在陆续进场。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幸福养老服务还需要全社会
齐心协力去做好，努力实现老有
所养向幸福颐养的转变。”市老
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让老年人拥有“稳稳的幸福”
——宗汉高王村添彩幸福“夕阳红”

本报讯 “屋里亮堂了，
设施齐全了，连卫生间也要给
阿拉装上扶手，再好不过
了！”9月 19日，在观海卫镇
卫东村残疾人刘师傅家，他
91岁的老母亲孙爱凤心满意
足地对记者说。很快，母子俩
就可以住进“新房子”了。

随着观海卫镇困难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步伐加
快，像孙奶奶家一样，全镇
100多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将实
现“华丽转身”，他们的居家

生活将变得更为便利。
卫东村是观海卫镇改造户

数最多的村，共有6户残疾人
家庭正在改造。当天上午，记
者来到位于卫东村第八街的残
疾人沈师傅家中时，他家已进
入墙面粉刷阶段，地上放着一
台新的抽水马桶，准备安装到
无障碍卫生间内。而住在消防
街的残疾人刘师傅家中，改造
也在紧锣密鼓进行，搬运材
料、安装吊顶、粉刷墙面，4
名工人忙忙碌碌。“很多都要
改造，吊顶要加固，地面要浇
筑，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扶手
和厨房间的煤气灶、油烟机也

要安装。”卫东村村干部阮谊
说，仅刘师傅家的改造费用就
要5万余元，再过10多天，刘
师傅母子俩即可“乔迁新居”
了。

中午时分，记者又来到施
叶村施老伯家和叶奶奶家，他
们都已住进了改造完工的“新
家”：雪白的墙体、平整的地
面、淡雅的吊顶、崭新的厨
房，卫生间抽水马桶旁也都装
上了扶手。八旬高龄的施老伯
夫妇和身体残疾的儿子共同生
活，他说，改造后，不但家里
亮堂整洁了，行动不便的他们
上个卫生间也方便多了。在叶

奶奶家，听力残疾的她见到我
们连声说：“我今年 87岁了，
还让我停噶好房子，托党和政
府的福啊！”叶奶奶今年 7月
份改造完成后就搬了进来，现
在居家生活“无障碍”，心情
交关好。

为改善残疾人居住环境和
生活状况，今年4月，观海卫
镇全面启动困难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暨“净居亮居”项
目，针对困难残疾人家庭，开
展无障碍设施安装、水电气安
全隐患排除、厨卫设施功能提
升、屋顶修葺和墙面粉刷等改
造。“在改造过程中，我们根

据残疾人实际情况，在他们家中
进行无障碍设施安装，比如有的
建坡道，有的在卫生间加装扶
手。”观海卫镇残联理事长高
路波表示，“无障碍设施进家
庭”在改善残疾人家庭环境的同
时，也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
质。

据介绍，此次观海卫镇共对
涉及42个村（社区）的106户困
难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设施改
造，市、镇两级总投入620余万
元，其中该镇投入 500余万元。
目前，90余户残疾人家庭已完
成改造，另外10多户也将于9月
底前全部完成。

观海卫百余残疾人家庭
居家生活“无障碍”

——无障碍设施改造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讯 “有只小狗，我
看它困在那里好几天了，想着
给它喂点食物，没想到自己却
被困住了。”9月 18日，一男
子拨打了119求救，声称自己
被困在了半山腰，上不来也下
不去，颇为尴尬。当地消防部
门接警后当即赶赴现场救助，
利用绳索成功将男子拉到安全
地带，随后，群狼公益救援队
队员再次下到半山腰将被困的
小狗也救了上来，送至救助
站。

当天中午 12时 43分，市
消防救援大队接到了报警电
话，报警男子称自己被困在
教场山北面的半山腰处，爬不
上去，下面是“峭壁”，也无
法往下走。4分钟后，宗汉街
道专职消防队赶到现场。只见
该男子被困在距离地面约 20
米高的陡壁上，整个身子匐在
长满杂草的陡壁上，略显力

竭。
经过现场勘察，消防救援人

员做好安全防护后，下峭壁救
援。由于男子被困的地方没有多
余站立空间，救援人员在距离被
困男子一两米的位置止步，又找
来连接着绳索的腰带，现场示范
如何将其正确捆绑到身上，在再
三确定该男子明白如何捆绑后，
救援人员将腰带扔给他。在救援
人员的现场指导下，被困男子成
功将腰带绑在身上，救援人员一
起用力，将被困男子拉上来，顺
利脱困。经初步检查，被困男子
并无大碍。

随后，群狼公益救援队队员
再次利用绳索吊下陡壁救助被困
小狗。救援人员先用绳索做了一
个活扣套在小狗脖子上，确保小
狗不会受惊乱跑后，才小心翼翼
地抱起小狗安全脱困。

事后，据该男子描述，他发
现这只小狗被困在那里已经好几
天了，今天是爬下去给小狗送吃
食的，没想到路这么陡，自己也
被困在了半山腰。

男子救狗
被困20米高陡壁

越窑青瓷历史悠久、影响
深远，蕴含着慈溪的山光水
色。日前，掌起跃隆五金塑料
有限公司工疗车间的 42名残
障工友来到匡堰上林湖青瓷传
承园，在“绿恒公益”志愿者
的陪同下学习青瓷知识、感受
青瓷魅力，度过了一个愉快的
上午。图为残障人士在园内展
馆欣赏现代青瓷工艺作品。

■摄影 全媒体记者 杨
贯 通讯员 罗益来

爱心青瓷行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王志愿

■全媒体记者 杨昀
通讯员 孙央利

本报讯 昨天上午，2023
年度“天一甬宁保”上线仪式
举行。宁波市医保局、宁波市
财政局、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管
局、宁波银保监局等政府部门
和 10家承保机构共同见证了

“天一甬宁保”的全新发布。
“天一甬宁保”是由政府

指导的惠民型商业补充医疗保
险。2021年，宁波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宁波市医保局、宁
波银保监局遴选出 10家保险
公司共同承保。自2021年9月
1日正式起保以来，“天一甬

宁保”有效减轻参保人高额医
疗费用负担，防止群众因病致
贫返贫，是宁波市构建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3 年 度 “ 天 一 甬 宁
保”进一步衔接基本医保，降
保费、提保障、简手续，将惠
及更多参保人。四大保障责
任，可享整年最高300万元的
医疗费用保障：100万元住院
及特病门诊自费医疗费用保
障，100万元恶性肿瘤处方外
配自费药品费用保障，70万
元特定罕见病药品费用保障和
30万元质子、重离子医疗费
用保障。投保期为2022年9月
20日-2022年 12月 25日，保

障期限为 2023 年 1 月 1 日 -
2023年12月31日。

2023 年 度 “ 天 一 甬 宁
保”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保费下
降。从原来的 139 元/人下降
为成年人 （2005 年 1 月 1 日
（不含）以前出生）100元/人，
未成年人 （2005 年 1 月 1 日
（含）以后出生） 60元 /人。即
成年人每天约花0.27元，未成
年人每天约花0.16元，即可获
得最高300万元的整年医疗费
用保障。

在市民比较关注的起付线
方面，2023年度“天一甬宁
保”理赔门槛下降明显。住院
及特病门诊自费医疗费用保

障、恶性肿瘤处方外配自费药
品费用保障、特定罕见病药品
费用保障的年度起付线均降低
至 6千元，相比 2021-2022年
度“天一甬宁保”2万元的报
销门槛，直接降低1.4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度
“天一甬宁保”取消了恶性肿
瘤处方外配自费药品的A、B目
录设置。被保险人在宁波市范
围内指定医院开具处方并在宁
波内医保定点药店购买的用于
治疗恶性肿瘤，用法合理必要
并符合药品说明书适应症，且
该适应症不在宁波基本医保目
录内和宁波市大病保险支付范
围内的药品，按统一比例报销。

此外，2023 年度“天一甬
宁保”理赔结算更便捷，在浙江
省内住院及特病门诊自费医疗费
用可在医疗机构通过刷卡或扫码
实时结算，即与基本医保同步结
算。

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参保途
径也更为多样。市民可以通过

“天一甬宁保”微信公众号、浙里
办APP、支付宝等互联网平台，
承保机构官方公众号、APP、销
售人员、服务网点，政府认可的
其他人员和平台等渠道办理参保
缴费。同时，宁波市医保参保人
员可通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
结余资金足额划扣形式支付保
费。

2023年度“天一甬宁保”正式发布
市民今起可购买，100元保300万元

本报讯 运输车辆一旦出
现“抛滴漏撒”，不仅会污染
路面，还会对来往车辆和行人
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近日，
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新浦中队
借“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的东
风，对区域内渣土车开展

“抛滴漏撒”整治周行动，处
理了一批违法车辆。

当天上午 8时，执法人员
在巡查至新胜路时，发现路
面 突兀地出现了两处砂石
堆。执法人员迅速反应，第一
时间展开取证追踪，在距发现
地100米处拦停了一辆水泥罐
车。

叫停后，执法人员先上前
查看了车辆，发现其卸料管道
的接盘结构缺失，导致碎石子
不断溢出漏到马路上。执法人

员当场对驾驶员进行了劝诫教
育，并协助其进行了砂石转运。
目前，这一案件已经交由新浦交
通运输管理所立案处理，当事人
将面临行政处罚。

据悉，新浦中队在涉及交通
运输的执法上，开展这样的合
作已是“梅开三度”。据负责人
介绍，原本的乡镇执法权隶属
于“七站八所”，有时在路上发
现了“抛滴漏撒”问题，也难
以及时处理。现在建立了联动执
法机制，治理基层问题变得更高
效。

打击“抛滴漏撒”将是一个
长期课题。新浦中队将通过完善
多部门联动的长效常态机制形成
合力，全面规范辖区渣土运输车
辆的运输行为，坚决打击超限超
载、沿途撒落、随意倾倒等违规
行为，确保渣土车辆运输规范
化、影响最小化，打造安全、洁
净的辖区环境。

新浦多部门联动执法
查处水泥罐车滴漏撒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马文文

慈晓客户
端“慈圈”圈
友舞动的七
月：致敬最可
爱的人。

（9 月 19
日13时13分）

慈晓客户
“慈圈”圈友
行云流水：蓝
天白云，湖光
山色。

（9 月 20
日10时05分）

慈晓客户
端“慈圈”圈
友落花听雨
（陈俊杰）：我
有两把大刀。

（9 月 20
日9时43分）

慈晓客户
端“慈圈”圈
友 chendai：
闲庭信步。

（9 月 19
日14时12分）

■全媒体记者 陈运运
通讯员 王巧艳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励琼乐 徐思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