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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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经过这几年的建
设，职工之家已经遍布慈溪城
乡。从去年我市与四川凉山州
布拖县结对后，市总工会在当
地援建了特木里镇依撒社区、
九都镇、拖觉镇等3个职工之
家，成为当地群众闲暇之余的
好去处。

其中，依撒社区是布拖县
在脱贫攻坚期间新建的唯一一
个搬迁社区，也是四川省目前
最大的集中安置社区，现有近
3000 户家庭、 1.5 万常住居
民，分别来自原来的 26个乡
镇、100个行政村，绝大多数
都是彝族人。从生活环境恶
劣、交通极为不便的高山搬
到县城，当地村民的生活水
平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也面
临着工会工作基础薄弱、职工
活动场所缺乏等问题，援建职
工之家，是对这些问题的回
应。

近日，记者随我市挂职干
部、布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
主任林哲峰走访了位于依撒社
区的职工之家。社区中心的民

族团结广场上，很多老人带着
孩子在这里惬意地晒着太阳，
也有一群年轻人穿着短袖，活
力四射地打着篮球。职工之家
就坐落在广场的边上，有 100
平方米，被隔成了里外两间。
进门左手边摆着一张台球桌，
右侧则是一长排的书架、数百
册书籍及一张书桌。两个书架
组成的屏风后面是休闲健身
区，摆放着跑步机、按摩椅等
设施。正中的墙壁上，一块白
色幕布十分显眼，对面的长桌
上则摆放着投影仪和音响等设
备。

依撒社区工作人员吉付杨
星介绍，这里的书籍及设施是
根据大家的喜好逐步添置的。
在这个新落成的社区里，职工
之家发挥着图书馆、体育馆和
艺术馆的作用。许多刚从偏僻
村落搬来的居民，业余时间喜
欢到这里打桌球、唱歌、看
书、健身，对丰富多彩的城市
生活有了更多的体会。依撒社
区还配套建设了两家幼儿园和
一所小学，不少孩子放学后会
先到职工之家，在等待父母下
班的同时完成作业，社区专门
安排了志愿者辅导。

职工之家在中午
到下午常年开放。当
天上午门一开，几个
年轻人就走了进来，
轻车熟路地摆台打起
了桌球。也有几个年
轻人来到书架前翻阅
起了书籍。26 岁的
阿俄牛呷告诉记者，
他老家在布拖俄里坪
镇，毕业于四川师
范大学。从中学时
代开始，他就喜欢
诗歌和散文，在职
工之家，他很高兴结
识到了一些志趣相投
的朋友。

林哲峰介绍，职
工之家落成后，各级
工会因地制宜举办了
形式多样的文体活
动。依撒社区曾面向
热爱文学的居民举办
荐书日、阅读会等活动。九都
镇职工之家举办过职工台球比
赛。彝族同胞能歌善舞，依撒
社区和九都镇两地的职工之
家，还曾先后举办歌唱比赛，
大家同唱共分享，疏解工作压
力。

目前，我市总工会在援建
布拖县三个职工之家上共投入
了38.8万元。市总工会副主席
朱猛波表示，计划在3-5年内
帮助布拖 12个乡镇实现职工
之家阵地建设全覆盖。相信会
有越来越多的布拖人走进职工

之家、爱上职工之家，拥抱更加
健康、更多乐趣的业余生活。

山海情 两地牵

大山深处
慈溪布拖携手共建职工之家

老顽童
2022-11-23 05:25
神鹰射落，雄鸡高唱，童

话不再，波澜不惊。过山车一
样的第三个比赛日，在经历首
场的大惊大悲大喜之后，居然
连续两场互交白卷搞得人味同
嚼蜡昏昏欲睡，好在高卢雄鸡
和澳洲袋鼠没让人失望，5个
进球让这个夜晚总算有始有终
完美收官。纵观卫冕冠军的第
1次亮相，刚开场的时候还有
一些迷糊，好在后来状态迅速
回归，41 的比分足够让他
们安心睡一觉。不过状态出来
太早也未见得是好事，他们的
主要对手不是小组赛也不是首
轮淘汰赛，而是进入8强以后
怎么打？所以说塞尚的事儿还
很多，要想卫冕并不是一条平
坦的大道。到目前为止完美开
局的除了它还有英格兰，橙色
军团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接
下来就看我最喜欢的巴西队
了。相信马儿不会再有梅西那
样迷茫的眼神出现。

羽玉
2022-11-23 09:42
C组的阿根廷到了最危险

的 时 候 ， 出 线 概 率 已 不 到
50%。后面 2场比赛，拿 3分
已铁定出局。阿根廷对阵墨西
哥，一定能赢吗？墨西哥传接
球技术，可以把球“传进”球

门。这场比赛极其艰难，阿根
廷赢下墨西哥的概率，个人认
为不到 6 成。后面 2 场比赛，
拿4分要看其他队的脸色。比
如打平墨西哥赢下波兰积 4
分，墨西哥赢下沙特积 5分，
波兰赢沙特同积 4 分，比较
净胜球优势。下一轮有没有
可 能 沙 特 赢 下 波 兰 积 6 分
呢？后面 2场全赢，积 6分铁
定出线。连赢墨西哥和波兰
的概率，我看最多50%。墨西
哥 00波兰的这个结果，对
阿根廷是个利空。完全浇灭了
3分晋级的希望，竞争对手从
2个变成了 3个。本是夺冠热
门，怎么一夜间成了出局热门
了呢？

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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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Vs沙特#雄鹰展

翅欲高飞，沙漠挽歌当头追，
若问爆冷谁家强，还得骆驼过
沙堆。

#丹麦Vs突尼斯#当三板
斧遇上童话，巨星也并不可
怕，你来我往数十下，没有一
下中了靶。

#墨西哥Vs波兰#斯基手
握方向盘，镇宇立马把路拦，
过了后卫有我哥，抱个鸭蛋把
家还。

#法国Vs澳大利亚#每逢
大赛看吉鲁，没事也能打个

赌，看完姆皇图拉姆，毕竟不
如大吉鲁。

伪球迷
2022-11-22 21:08
本届世界杯的首个冷门爆

出，阿根廷 1 比 2 负于沙特
队，能排进世界杯史上的冷门
排行榜前十名。不怪阿根廷人
踢得不好，只怪沙特队踢得太
好。队员执行力强，没有一味
地死守。坚持以攻对攻，战斗
力爆棚，每一球每一寸绿茵都
在拼。对阿根廷重点人物梅西
采取一人上抢一人协防，凶狠
且有效。更出彩的是沙特门将
如有神助，成功瓦解阿根廷人
的如潮攻门……今天，打了鸡
血的沙特队为亚洲足球争了
光，可以笑傲球场；今天，沙
特球迷可以尽情狂欢，享受快
乐。对于梅西，对于阿根廷，
跌倒了，爬起来，前面的路还
很长。

茅竹
2022-11-22 20:28
成 也 VAR， 败 也 VAR。

阿根廷能够领先，全靠 VAR
的明察秋毫，揪住了沙特后卫
防守中的小动作。但随后阿根
廷 三 次 进 球 ， 均 被 VAR 吹
掉。虽然越位在毫厘之间，但
就是进不了第二球。胜利似乎
就在眼前，却就是不能一锤定

音，杀死比赛。沙特人温水煮
青蛙，上半场不疾不徐，面对
落后的局面不以为意，让阿根
廷人以为沙特人不过如此。然
而下半场开始，沙特人突然发
威，开场之际连入两球。两个
漂亮的进球打懵了梅西，打懵
了阿根廷人。阿根廷不相信眼
泪，阿根廷也无法相信梅西，
梅西老了，他带不动潘帕斯雄
鹰。梅西拼尽全力，但无力回
天。或许，这一次雄鹰又将在
小组赛折戟沉沙。梅西、迪马
利亚或许将就此告别世界杯。
珍惜梅西的另外两场小组赛
吧。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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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名蓝衣球迷来讲，

世界杯现在俨然已成为一种奢
望，变得那么遥不可攀！在这
个足球狂欢节日里，我只能陪
着别人一起狂欢，一起买醉，
一起分享足球带来的喜悦，暂
时告别那一段伤心的日子。可
怕的是，一觉醒来之后，发现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象，四星意

大利无缘世界杯的事实没有一丝
丝改变，我的世界杯还没开始就
已经结束了，只能安慰自己说：
世界杯因没有那一抹蓝而变得不
那么完美！

各位球迷可以通过慈晓客户
端，点首页底栏的“慈圈”，再
点顶栏的“话题”，进入“过足
瘾·卡塔尔世界杯”，点右下角
的照相机进入编辑内容页面，即
可发布您对球赛的点评和见解。
可以是文字评论，也可以是图文
并茂的解说，本报每天会挑选精
彩点评登报，录用者将发放稿
酬。

（李佳珊 整理）

“过足瘾·卡塔尔世界杯”慈溪球迷精彩评论
微信网友Nash：看球

太 兴 奋 不 小 心 把 电 视 砸
了，损失大了。

（11月23日21时07分）

慈晓客户端慈圈“圈
友”鲁宁：全民核酸下的
附海镇南圆村一角。

（11月23日10时）

慈晓客户端慈圈“圈
友”曼哈顿广场上的茉
莉：家里储备好了，发放
的物资就先给需要的人吧！

（11月23日9时35分）

慈晓客户端慈圈“圈
友”指尖手艺：携手共白
头。

（11月23日8时35分）

下载慈晓客户端收获更多精彩

安全“童”行
日前，市融媒体小记者来

到附海镇消防体验馆学习消防
知识，更好地了解消防安全的
重要性，提高对火灾火险的防
范意识。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蒋亚军

职工之家职工之家极大地丰富了该区域居民的业余生活极大地丰富了该区域居民的业余生活，，成了当地居民热门成了当地居民热门
““打卡打卡””地地。。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本报讯 “我家在临时管控区域，
我母亲治疗肺炎的药没了，又不能出去
配药，可急死我们了。”前天下午六点
左右，市民朱先生通过慈晓APP“防疫
求助平台”发来求助。疫情下，所有人
的时间表都被打乱，但患者服药的时间
表不能乱。

收到求助信息后，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联系志愿者团队联络人姚云珠，看是
否能帮忙代配药。姚云珠马上答应下
来，表示保证不负使命。随即便联系了
求助人，加上微信，咨询具体要配什么
药。

患者陈阿姨今年 69岁，患肺炎好
多年了，看病是在上海看的，每个月都
会定时去宁波二院配药。原本是计划这
个星期去上海复诊的，所以没去宁波配
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计
划，眼见着药快没了，一家人只能干着
急。

朱先生将母亲的看病记录、医生开
的药方等资料都拍照通过微信发给了姚
云珠。打听到横河卫生院可以配到陈阿
姨需要的药品，但一次只能配少量，昨
天一大早，姚云珠便去挂号配药，上午
十点将药送到卡口，交到了朱先生手
中，并交代后续有需要可以直接通过微
信找她。

由于穿着红马甲，在卡口还有其他
人现场寻求帮助。有两位年轻人要给临
时管控区的同事送电脑，但送不进去。
姚云珠随即联系了志愿者团队里宗汉片
区阳光公益联络人邹欢能，顺利将电脑
送达。“那位年轻人还说，自己平时也在
做公益，但是没有像我们这样做得那么
有意义，还问我能否加入。”姚云珠开心
地告诉记者，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
到别人加入公益事业，真的非常高兴。

疫情之下，共克时艰。如果您在疫
情防控期间遇到“急难愁盼”，可以在
慈晓客户端首页开设的“疫情求助平
台”留言反映，慈晓将会反馈给相关
部门，及时为您解答疑惑、排忧解
难。由 20 多支志愿服务团队作为支
撑，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牵头
的志愿服务团队，志愿者遍布全市各个
地区，本着就地解决、减少移动的原
则，会尽力将对接帮助工作落实、落
准、落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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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立冬时节是秋收
冬种的大好时段，但焚烧秸秆
行为也开始“冒头”。近日，
横河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
员在巡查中查获了一起焚烧秸
秆的案件，当事人孙某被罚款
500元。

当天，不和谐的一幕出现
在横河镇东畈村某农田。横河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在
巡查途中远远就看见浓烟滚
滚。走近一看，原来是有人正
在焚烧秸秆，当事人孙某就守
在一边。孙某告诉执法人员，
自己承包了沿山线一大片农
田，今年水稻喜获丰收，想着
翻地后再接着种上冬小麦。而
大量的秸秆让孙某犯了难，为

图一时方便，孙某便想着一把火
将秸秆处理干净。

执法人员告诉孙某，焚烧秸
秆弊大于利，焚烧产生的废气也
会加重空气污染。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
《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相
关规定，孙某露天焚烧产生烟尘
污染物质的行为已涉嫌违法，执
法人员对孙某作出了罚款人民币
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执法部门提醒，秋收季节在
享受丰收喜悦的同时，千万要记
住蓝天容不得半点任性。横河镇
综合执法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按照敏感点位重点管理、其他路
段兼顾的原则，由片区巡逻队员
加强日常管理，针对部分点位乱
焚烧反复出现情况，将安排人员
实行午间错时定点管理，有序加
强农作物秸秆焚烧污染防治。

焚烧秸秆罚款五百

■李佳珊 整理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王国辉

■全媒体记者 杨贯
通讯员 马牵洪 徐思蕾

■全媒体记者 李佳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