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安全出行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林思帆
李梦曦）近日，江南中队交警接到群众
举报，一辆达到报废标准的教练车仍然
上路行驶。中队通过研判该车行驶轨
迹，精准查处了涉事车辆和驾驶员陈
某。

接到报警后，交警立即根据群众提
供的涉事车辆外观特征，开展视频侦查
和车辆行驶轨迹跟踪，不久即发现这辆
浙A号牌的白色桑塔纳，于当日下午4
点 35 分途经江滨南大道洋浦路口，方
向由东向西，经信息对比，了解到车内
驾驶员正是车主陈某，且车辆确实已达
到报废标准，依法不能上路行驶。于是

交警当即联系陈某，要求其前来中队接
受调查。

面对询问，陈某承认了自己的违法
行为，他说车子原本在今年1月9日前
就应该办理报废手续，但因个人原因一
直抽不出时间去办理，加上出行距离
近，才抱着侥幸驾车上路。最终，交警
依法对陈某作出了吊销驾驶证并罚款
的处罚，车辆将按法定程序予以报废。
交警提醒：报废车辆因技术状况差，行
驶过程中极易发生意外，轻则抛锚、偏
向、爆胎，重则操控或制动失灵，导致交
通事故。因此车辆到达“法定退休年
龄”后，应尽快办理相关报废手续。

驾驶报废车辆上路被吊销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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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跑团”每天7点开跑
8月3日早上6点50分，记者刚踏

进山水诚庐小区，便看到了1名身穿运
动服的小男孩，手上拿着水壶和跳绳，
跟随他的脚步，记者来到了小区里的
滑滑梯处，这里便是“乐享跑团”的集
合地。现场已经来了很多小朋友，男
孩们正绕着滑梯追跑，女孩们则凑在
一起聊天，虽然大家起了个大早，但
是看起来个个都精神抖擞、活力满
满。

“来来来，开始排队了，大家一字
排开，准备热身。”“未见其人，先闻其
声”，临近7点，从远处跑来一个粉色的
身影，人虽然还没到，她的指令已经先
到了，她就是每天带领孩子热身的梅子
老师，同时她也是小区里的一名家长。

听到口令后，30 多名小朋友自觉
沿着广场站成一排，相互保持一臂距
离。梅子老师站在广场中间，给小朋
友做示范。“手伸直，转头——”小朋友
们跟着梅子老师，有模有样地甩甩胳
膊、甩甩腿。7 点多，太阳已经挂在了
头顶，小朋友的脸上都沁出了汗珠，看
来热身还是很有效果的。

这些小朋友里，大的已经上初一
了，小的才5岁，开开就是其中最小的
成员。虽然年纪小，不能跟上哥哥姐
姐的节奏，但是他依然很认真，挥舞
着他肉鼓鼓的胳膊，跟着蹦蹦跳跳。

“别看他年纪小，他也是这里的老队员
了。前两年的时候，他走路都还不太
稳，就由爸爸抱着跟在大家后面跑，
今年他终于能跟上大家，在队伍后面
做一个‘小尾巴’。”梅子老师告诉记
者。

做完热身操，梅子老师又带领大
家跳绳。“计时开始！我每分钟可以跳
170个哦！”在梅子老师的激励下，几个
小男孩纷纷表示，“我可以跳200个！”

“我也可以跳200个！”为了证明自己，
小男孩们都憋了一口气，互相“内卷”
了起来。

准备活动完毕，小朋友们由高到

矮排好队，一个接一个跑了出去。“我
们一般会绕着小区跑3圈，基本上有两
公里，由高年级的同学带队，他们都是
坚持了很多年的，所以体能都还可
以。”梅子老师说道。记者试图跟跑一
圈，没一会儿就被甩开了距离。跑完3
圈后，所有小朋友都已经大汗淋漓，身
上的衣服也都湿透了。

坚持背后是热爱更是责任
孙梓卿和孙沛清是一对姐弟，姐

姐 11 岁、弟弟 6 岁，他们俩都是参加
“乐享跑团”三年的老成员。“参加晨跑
带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身体变好了，
免疫力提高了，我也长高了不少。”孙
梓卿说，不仅如此，她觉得参加晨跑，
还能锻炼她的意志力，培养了早起的
好习惯。孙沛清则表示自己喜欢跑步
出汗的感觉，跟这么多小朋友一起跑
步特别好玩。“我还交到了一个好朋
友，每天都能和好朋友见面一起跑步，
可开心了。”

除了梅子老师，还有小爱妈妈和
欣妈也是少年跑团的“后勤成员”，欣
妈是“乐享跑团”的创始人，小爱妈妈
则负责统计孩子们的出勤次数。谈到
创立这个少年跑团的初衷，欣妈说道，

“我们山水诚庐小区是富春七小和富
春中学的学区房，小区里小朋友特别
多，每到暑假，家长们最担心的就是熊
孩子们在家里懒散惯了，没有在学校
里的好习惯。”

欣妈说，当时业主群里就有人提
到，杭州一个小区有这样一个“跑团”，
我们小区也可以学习他们的方式，组
织小朋友们每天一起运动。“邻居们推
荐我当亲子跑团的带头人，我也当仁
不让，2020年7月31日，便带着7名小
朋友和两名家长开始了‘跑步初体
验’。”这便是“乐享跑团”的第一次活
动，当天欣妈在朋友圈中分享了这个
经历，并写道“纪念我们小区的第一次
亲子跑，希望队伍越来越大。”

“和懒觉说byebye晨跑小分队，队

伍越来越壮大！给孩子们的自律点
赞！”“晨跑打卡第四天，今天给孩子们
编了‘晨跑编号’，想好好陪他们一起
锻炼”“从第一天带7名孩子晨跑，到今
天有30多名孩子加入”……欣妈每天
在朋友圈记录着“乐享跑团”的点滴变
化。

一周、一月、一年、三年……不知
不觉，这个活动就如此坚持了下来，这
个队伍也逐渐壮大。“最多的时候，我
们有98人一起跑步，甚至边上富宸嘉
苑、山水美庐小区的小朋友听说有这
样一个跑团，也一起加入到我们这个
队伍中来。”欣妈说道。小区有业主感
叹，“邻居好，赛金宝。这次不再羡慕

‘别人家的小区’，我们自己就有这样
的跑团。”

不只是小朋友越来越多，参与到
“乐享跑团”的家长也越来越多。梅子
老师是一位瑜伽老师，在了解到小区
有这样一个队伍后，不仅让自己的儿
子也动起来，她还自告奋勇报名成为
了孩子们的教练。“因为我本身就是瑜
伽老师，对于运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
基础的，而且我本身也有早睡早起的
习惯。能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小区
里的孩子更好地锻炼，何乐而不为
呢？”

梅子老师根据孩子们的身体情
况，设计了一套热身工作，帮助他们活
动关节。“小朋友们都很听话，我在前
面带，他们自然就会很专注地跟着我
做。”梅子老师说，虽然她有时候也是
比较严格的，但是孩子们还是挺喜欢
她的。对于孩子们来说，梅子老师不
是谁的家长，更像是一位大姐姐，每天
陪伴他们锻炼、成长。

除了刮风下雨，梅子老师每天7点
都会和小朋友准时见面。“责任感鞭策
着我坚持下去。”梅子老师说，“只要有
一个小朋友坚持跑下去，我就会陪着
他跑下去。”一个人可以跑得更快，但
是一群人才能跑得更远，正是大家的
坚持，才让“乐享跑团”能一直奔跑下
去。

业主自发组织“乐享跑团”

见证一起奔跑的三年
山水诚庐小区居民感叹——

“不再羡慕‘别人家的小区’，自己就有这样的跑团”

见习记者 金易梵实习生 俞毅舟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了山水诚庐小区的小朋友们，他们的一天从晨起跑步开始。小区业主自发组

织的“乐享跑团”已经奔跑了三年，从第一天的7人小分队，逐渐壮大成如今98人的大团队。这三年不仅见

证了孩子们的坚持与蜕变，更见证了带队家长的责任与奉献。

“乐享跑团”开跑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马志
惠）“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请政府
给我们讨回公道！”不久前，几十名职工
到新登镇政府办公地，要求政府帮忙讨
回工资。

自 2021 年 11 月起，新登某公司因
经营不善，生产陷入半停工状态，近百
名职工有的已离厂，有的还在继续工
作，但公司一直未能支付劳动报酬，40
多名职工涉及工资 100 多万元。半年
多的辛苦钱拿不到，职工的情绪都非常
激动。为了安抚职工，维护他们的合法
权益，新登司法所、镇调委会、劳动监察
中队联合介入开展调处。

调解员在接到任务后主动向公司
及职工代表沟通了解具体情况，分析案
情。40多名职工被拖欠工资半年多，时
间长、金额大，职工们情绪激动难以自
控。经了解，公司由于货款难以回笼，
目前确实困难，想要马上支付工资有现
实困难。公司方面也希望能通过调解
来解决这次的矛盾。

公司已陷入困境，想要足额及时支
付已无可能。虽然职工要求全额支付
拖欠的工资很合理，他们付出辛勤的劳
动获得相应报酬也天经地义，但目前的
现实情况是公司确实存在资金困难，如

果仲裁或诉讼要花费的精力和财力都
太大。调解员提出方案，建议双方通过
调解来解决此问题，一方面通过调解对
处理这件事情来说更快捷、高效，节约
双方的时间；另一方面，调解是完全根
据双方调解意愿进行的，达成协议后可
进行司法确认，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不需再诉讼；第三方面通过矛调中
心调解签订协议和后续司法确认不需
要收费，可以为职工节省成本，最终双
方决定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通过调解员的牵线搭桥，说法释
理，最终顺利调解了这起140余万元的
工资纠纷。

调解员说，工人讨要工资天经地
义，劳动争议一般由劳动仲裁部门解
决，但为降低外来务工者的诉讼成本，
有效缓解仲裁部门“案多人少”的矛盾，
加强部门联动，完善诉调衔接，构建多
元化的矛盾化解机制，可以尽可能把纠
纷化解在基层。劳动争议双方常常不
能对自己的要求准确定位并且存在利
益冲突和心理纠葛，巧妙运用调解方法
解决劳动纠纷，既节省司法资源又降低
诉讼成本，真正做到矛盾纠纷化解“最
多跑一地”，为外来务工者开辟了一条
讨薪绿色通道。

40余名职工遭欠薪达百万
部门联调讨回辛苦钱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8 月 3 日上
午，涵涵家迎来了一群客人，他们是亿
泰自控设备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以及公
司爱心暑托班的“小候鸟”们。这一次
的上门看望让涵涵多了两位年龄相仿、
志趣相投的朋友。

“我们也不知道孩子需要什么，就
带了一些课外书与水果给她。这里还
有1000元，平时孩子需要什么，你们也
好给孩子去买。”亿泰公司工会主席史
明月将东西递到奶奶手上，希望涵涵可
以跟其他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健康成
长。奶奶非常感谢大家赶到新登来看
望孩子，“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心我们
涵涵，以后涵涵一定要好好读书，回报
所有好心人的帮助。”站在一旁的涵涵
连连点头。

得知新登古城墙就在附近后，史明
月提议让涵涵当一回“导游”，带着大家
逛一逛古城。“在新登，你是主人，要带
客人转一转。以后，你去富阳，我们是
主人，由我们带你玩。”涵涵开心接受了
这一提议，带着大家走向古城墙，路上
与同龄女孩有说有笑，还在景点留下了
三个人的合照。

“我们要回来的时候，三个女孩还
舍不得分开，都加好了微信，在微信上
继续聊天。”涵涵的乖巧、懂事让每一个
人都很喜欢，特别是史明月，她还盛情

邀请涵涵到她家住几天，再痛痛快快玩
一回。“只要你想来，我们会派车来接你
的，提早和我们说一声就好。”涵涵虽然
有些心动，但她觉得还是要听奶奶的意
见，奶奶同意，她就愿意去。

除了亿泰公司给的1000元慰问金
外，区慈善总会账户中还有 5720 元爱
心款捐给涵涵。奶奶说，这些钱都将用
在涵涵学习上，今后他们也会竭尽全力
去抚养孩子，让她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

爱心人士及“小候鸟”们去看涵涵了

涵涵化身“导游”带大家逛古城

《困于头疼的“杭州美德少年”》后续

涵涵（左一）带大家逛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