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者探访老兵

富阳有一个公益组织，将用5年时间做一件事

关爱100位抗美援朝老战士

“关爱老兵敲门行动”后续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前段时间，
本报发起“敲门行动”系列活动之关爱
老兵行动，上门走访了几位抗美援朝
的老战士，并将他们在战场上的故事写
了下来。老人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希
望自己的故事能被更多的后人知晓，
希望抗美援朝的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关爱老兵”行动仍在继续，春节
前夕，富阳区正步公益服务中心设立
了“富阳区志愿军老兵关爱基金”，接
下来 5 年时间，该公益组织将持续开
展“敲门行动”，为富阳仅剩的 100 位
抗美援朝老战士送上温暖与关怀。

正步公益的发起人薛余华就是一
位退役军人，志愿者中也有不少退役

军人，因此，他们深刻理解老兵的情
怀，一直希望为他们做些什么。去年
11月，正步公益着手调查富阳抗美援
朝老兵的现状，策划了针对志愿军老
兵关爱行动的方案，与区慈善总会合
作设立“富阳区志愿军老兵关爱基
金”，项目周期为 5 年。今年元旦，该
基金公开募捐活动正式启动，分别在
鹿山时代、东方茂连续开展了两场现
场募捐活动，总计募得捐款4.19万元。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培训之后，正
步公益的志愿者们兵分 5 路，对全区
16个乡镇（街道）的100位志愿军老兵
一一走访，为他们送去了过年新衣和
温暖的问候。志愿者同每一位老兵面

对面交流，完善和收集了每一位老兵
的信息和需求，为下一步开展其他几
项活动奠定了基础。

“和平岁月，更不应该忘记那些创
造和平的英雄们，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项目，让每一位志愿军老兵感受尊崇，
感受温暖，安享晚年。”薛余华说。

在接下来的 5 年时间，正步公益
的志愿者还将继续行动，以“探访行
动”（每季一次志愿者上门暖心探访）
为主线，同时开展“心愿行动”（了解
老兵的心愿，协助其完成心愿）、“助
养行动”（了解老兵生活物资、医疗援
助、住房改善等需求，根据需求设计
个性化救助方案）、“光明行动”（帮助

身患眼疾的老兵，尽可能的恢复光
明）、“冬衣行动”（每年春节前，为每一
位老兵增添冬衣若干）、“回忆行动”
（通过老兵故事会的形式，传递抗美援
朝战争的真实故事）等活动，持续关爱
健在志愿军老兵，并通过收集他们的
故事，记录历史，传承和弘扬抗美援朝
精神。

不过，薛余华也指出，第一步才刚
刚迈出，接下来项目的开展，经费是首
要问题。借此机会，薛余华向全体市民
和爱心企业呼吁，为抗美援朝老战士
们募捐，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关心
这100位志愿军老兵，希望本项目的创
新提升能持续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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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柳燕 通讯员 陈祎偲）2017年5
月，春建乡咸康村创建推开了“撤大桶、换小桶、生
活垃圾上门收集”这一垃圾分类“咸康模式”，成为
全区第一批省级垃圾分类示范村。2019年，该村更
是以优美整洁的乡村环境被评为浙江省AAA级景
区村。

荣誉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名保洁员、垃圾分类
工作者的默默付出，咸康村尖山自然村保洁员俞光
明便是其中一名“幕后功臣”。

努力让人人做分类、家家知减量
走遍角角落落、清洁村庄环境是俞光明的工

作，风雨无阻，常年无休，一干就是7年。自从全村
实行垃圾分类以来，他通过村妇联主席培训，意识
到垃圾减量、资源利用的重要性，在日常保洁工作
的同时，又多了一件他认为更重要的事，就是将清
扫的垃圾再次分拣并进行资源回收。

每天早上 6 点，俞光明便会带上“三大件”：畚
箕、扫帚、回收编织袋开始“扫村”。时不时翻一翻
农户家门口的分类桶，巡一巡田间地头，发现有农

药瓶、废灯管以及纸箱、塑料布、饮料瓶等，便挑出
来分好类塞进编织袋带回家，集中堆放在自家院子
的角落里，可回收物每周卖给回收公司，有害垃圾
则由妻子拿到村委换取生活用品。

保洁工作本就辛苦，还要捡垃圾去卖，很多人
表示不理解，认为他家经济条件不错，儿女孝顺，犯
不着做这份又苦又累的工作。可他总是笑笑回答：

“这些东西扔了太可惜，还污染环境，影响村貌，我
收集起来卖掉，不仅能减少垃圾，还能增加一点收
入补贴家用，两全其美。”

让俞光明坚持下去的动力，还来自村民习惯的
改变和村庄环境的提升。他说，原来村民环保意识
不强，村里垃圾随处可见，多的时候每个月可以清
理出好几车可回收物。可如今，村民人人做分类，
家家知减量，他能捡拾到的垃圾越来越少，村庄环
境越来越整洁美丽。有些村民甚至已经习惯把家
里的可回收物积攒起来送到俞光明家，他指着角落
里堆得满满的可回收物说：“我家现在成了固定回
收站，每周六有回收车上门收集，第一站就是我
家。”

用真情温暖他人、点亮生活
“男主外，女主内”，受俞光明影响，妻子陈菊英

在家也成了垃圾分类的一把好手。家门口有一组
分类桶，摆在路边容易沾灰，她每天早上扔垃圾时
都要擦拭一遍。厨房、客厅总是必备两个垃圾桶，
其他垃圾、易腐垃圾分得一清二楚，春节客人多，一
顿饭下来桌上垃圾混在一起，她总会仔细地挑拣，
分类扔进垃圾桶。闲暇之余，陈菊英还喜欢拾掇院
子里的上百盆花草，花盆不够，便和丈夫一起将平
时收来的酒坛、胶水桶切割出好看的造型当花盆
用，变废为宝的同时，也让院子多了一分精致。

孤寡老人黄老伯住在俞光明家附近，患有重度
精神残疾，他每餐都会煮很多的饭，吃不完就倒在
屋后的阴沟里，天热时常散发臭味，村里妇联多次
上门指导、劝说都无效。俞光明主动担起了这件
事，每天钻进狭窄的阴沟，把剩饭清扫出来，倒进易
腐垃圾桶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无怨言，赢得
了全村人的赞扬。

2018、2019连续两年，俞光明一家连续被评为
垃圾分类优秀户并获得了表彰。手捧着两本荣誉

证书，俞光明谦虚地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尽到
了应尽的责任。相信只要坚持把环境卫生、垃圾分
类、资源回收利用这些事情给做下去，咸康村会更美
丽，人心也会更温暖。”

俞光明：省级垃圾分类示范村的“幕后功臣”
垃圾分类示范家庭系列报道④

俞光明、陈菊英夫妇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陈玮）正月
里，一些村民会驾驶电动三轮车走亲访
友、进城办事，时常存在违法载人、在机动
车道上随意行驶、闯红灯等违法行为。
日前，交警城区中队的视频侦查员，在巡
查过程中，发现了一辆违法搭载多人上路
行驶的电动三轮车。

当天下午4点左右，侦查员通过视频
监控发现，江滨西大道恩波二桥上有一辆
电动三轮车正往富春街方向行驶，小小的
车身上搭载了四人，且在行驶过程中，四
人还嬉戏打闹，不时起身站立，导致车辆
行驶不稳。

侦查员联动路面警力，最终在桂花路
将该车拦下。经询问，电动三轮车驾驶员
布某某说，他原本打算开车带家人从东洲
街道何埭村来城区办事，因为汽车爆胎，
才换乘这辆电动三轮车出了门。

交警严厉批评了布某某无视安全违
法行驶的行为，指出目前市场上的电动三
轮车，操作、灯光、安全等性能差，用来载
货的车厢载人毫无安全可言，加上车辆本
身的质量较轻，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和
乘坐人员的生命安全很难得到保障。最
后，交警依法扣留了布某某的电动三轮车，
交由权威部门鉴定是否属于机动车，待鉴
定结果出来后，将对布某某作出处理。

一路行驶一路嬉戏

电动三轮车被扣留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朱祥
龙）春暖花开，又到了一年中最适合播
种的季节，不过有一种花虽然艳丽，市
民朋友千万不要播种，去年富阳就有人
因种这些花被判了刑。这种花就是罂
粟，无论是为了美观还是止痛治病，种
植罂粟都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还
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富阳的罂粟种植违法行为多发生
在山林地带，比如万市、洞桥等地，眼下
正好就是播种季节，再过一两个月，罂
粟的小苗将成长起来。去年4月底至6
月初，民警在排查过程中就发现了多处
已经长起来的罂粟。

洞桥镇枫瑞村一处路边的菜地里，
一小片罂粟在其他菜苗的掩护下长得
郁郁葱葱，民警一调查得知菜地主人竟

是村里一位老奶奶，姓章。章奶奶种罂
粟不为别的，就是想治疗牙疼。民警一
清点，发现地上共有720多株罂粟，而根
据相关法律规定，500株以上就将追究
刑事责任，章奶奶顿时傻了眼。

其实，治牙疼的方式有很多，专业
牙医分分钟可以搞定。不过，抱着侥幸
心理的人真不少，万市彭家村就还有一
位。这名冒险种罂粟的村民姓张，他将
罂粟种在了村里小山顶的一处竹林
里。不过，再隐秘的地方民警都能排查
到，经过清点，共有1100株。最终，牙疼
没治好，张某却因犯非法种植毒品原植
物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还
被处罚金2000元。

和张某一样，已经被判刑的还有隔
壁众缘村的黄某，他在自家的宅基地上

种了1152株罂粟，自称为了治疗牙疼和
钓鱼，最终也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一年，处罚金2000元。

不要以为种得少就不会被处罚，不
要以为不用于商业目的就不触犯法律，
不要以为种得隐蔽就不会被发现，一旦
播下了这些罪恶的种子，恶果终将自
食。去年以来，为了防范和打击非法种
植罂粟，富阳公安做出很多努力，比如
联合富阳有影响力的“网红”创作“铲
毒歌”，潜移默化宣传种植罂粟非法性，
通过无人机高空巡查，铲除种在隐秘角
落的罂粟，通过培养禁毒网格员，把禁
毒知识传播到角角落落。今年，对于
种植罂粟的打击力度还将继续加强，
任何一株非法种植的罂粟都不会被放
过。 春江街道一处种植的罂粟（资料图）

播种季节来临，这种花千万不要种了
去年已经有人被判刑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李媚）
2月18 日傍晚，区城管局新登中队夜班
队员和往常一样完成交班后便开始了大
街小巷的巡查。

当队员巡查至新登镇南津桥附近
时，有群众反映有个小女孩在哭。队员
立即前去查看，发现一名五六岁的小女
孩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特别显眼，只见
她穿着鲜艳的红色外套，眼泛泪光，左顾

右盼，身边却没有家长的陪同。
队员走到小女孩身旁，蹲下身询问

情况，安抚她的情绪。看到队员穿着制
服，小女孩放下了戒备，说出了事情的原
委。原来她才 6 岁，傍晚跟着妈妈出门
买菜不慎走散，她牢记平时父母的叮嘱，
不向陌生人寻求帮助，只好一直在附近
寻找妈妈，直到遇见了穿着制服的队员。

队员耐心安慰小女孩不要害怕，向

她保证一定帮她找到回家的路。然而事
情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小女孩既不
知道爸爸妈妈的手机号，也不知道具体
的家庭住址，只知道家的大概方位在南
津村朱家附近。于是，队员把小女孩抱
上执法车，一边慢慢驾驶，一边和小女孩
确认方位。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他
们终于找到了小女孩的家。可家中无
人，队员不放心留她一人在家门口等待，

于是一名队员陪同小女孩在家门口等，
另一名队员到她走失的地方原地等待孩
子妈妈。最终，小女孩的妈妈回到了家，
队员将小女孩亲手交到妈妈手里，并叮
嘱大人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安全。妈妈对
城管队员的热心帮助感谢连连。

温馨提醒：正月期间人来人往，大人
带儿童外出，尽量不要让他们离开自己
的视线，以免发生意外。

6岁女孩走失 城管暖心护送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陈玮）“反
正临牌不是正式牌照，监控拍不到的，交
警查不了的，要是再把临牌遮住，开车更
可以为所欲为了。”一些买了新车上了临
牌的驾驶员，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侥幸心
理。近日，新手司机覃某，就因为这一荒
唐的想法，付出了代价。

今年1月，覃某新买了一辆白色宝马
轿车，1月底拿到了驾照，还在实习期。由
于是临时号牌，覃某动起了“小聪明”：“反
正车头车尾没有悬挂正式号牌，只要把临
牌遮挡住，开车上路就可以无视交规，为
所欲为，交警肯定查不到。”

然而，任性的覃某很快就闯了祸。
近日，他驾车途经高富路高尔夫路段时，
完全无视前方的红色信号灯，直接快速闯
红灯通过，结果在行至马路中间时，与左
侧正常行驶的一辆白色三菱车发生碰
撞。覃某的宝马车左前侧车头，及三菱车
的右前侧车头严重受损，两车碎片散落一
地。两车驾驶员虽然没有大碍，但事发突
然，两人都被吓得不轻。

接到报警的交警巡逻一中队警员赶
到后，勘查了事故现场，询问了双方驾驶
员，并调取了事发经过的监控画面。现场
调查过程中，交警发现，覃某的宝马车临
时号牌还被故意遮挡了起来。交警严厉
批评了覃某漠视交规的行为，并依法作出
了处罚。目前，覃某因闯红灯，驾驶证被
记 6 分，遮挡临时号牌记 12 分，驾驶证被
依法注销。

交警提醒：无论是持临时号牌或是正
式号牌，都应该按照规定悬挂好车牌，不
得故意污损、遮挡号牌，开车上路必须遵
章守纪，安全文明驾驶，任何侥幸心理终
将害人害己。

以为持临牌便可为所欲为

驾驶证被依法注销

覃某驾驶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