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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周波，英文名 Bob，同事和

学生都亲切地喊他为“波波老师”。

周波是昌化初级中学的英语老师，

从事教师工作 26 年，任英语教研

组组长 24 年，担任班主任工作 20
年。多次获得优秀班主任、先进工

作者、优秀教研组长等称号。

2008 年，周波被分配到昌化初

中，这是他离城市最近的一次。期

间，虽然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农

村，周波都放弃了。“农村孩子求学

不容易，如果我能帮助他们，我愿

意始终扎根家乡教学一线。”

相对于城市，农村的英语学科

比较薄弱，学习英语的氛围也相对

落后。作为英语老师，周波努力让

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培养学生的兴

趣。“英语说白了也就是一种方言，

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周波说，他

的目标就是让每一位学生不仅会

做试卷，而且都会讲英语。每堂课

上，周波会根据相关知识点，模拟

情景，让学生主动开口；对于比较

难记的词句，他会编成顺口溜或者

其他便于记忆的方式；对于学习上

有进步或者学习态度积极的学生，

他会用美食和学习用品作为奖励。

在周波的各种“攻势”下，不少“看

见英语就头疼”的男生也从“要我

学”变成“我要学”。

作为班主任，周波一直为班级

学生提供“保姆式”的服务。每天早

上 6 点到校，监督学生晨读，还建

立了“6 点俱乐部”，制定《寒窗苦读

记录表》。一般来说，周波的班级总

是最先亮起灯，发出朗朗读书声。

住校生晚上的就寝时间是 9 点半，

周波也会等学生安静睡下后，才安

心回家。“我们要建立起平等的关

系，我用心陪伴他们，换取他们的

信任，这样学生才会跟我无话不

说，我才能更好了解每一位学生。”

周波表示，他和学生之间更像是朋

友，他把生活中的事情和学生分

享，学生也愿意对他说出心里话。

“他是我们敬爱的波波老师，

跟我们完全没有隔阂，就像是同龄

人。”在学生郑雪琳看来，周波是课

堂上的好老师，更是生活中的好朋

友。

“他会像朋友一样和我们玩

耍，也会像朋友一样听我们倾诉烦

恼。”另一位学生朱灵表示，课间休

息的时候，大家总爱围着波波老师

谈天说地。

尽管周波是位男老师，却非常

细心。在他的办公室抽屉里，常年

备着感冒药、创可贴、酒精棉、温度

计、锤子等用品，随时为学生服务。

而他的办公桌上也有学生送给他

的惊喜—各种各样的糖果。每每看

到这些糖果，周波总是掩饰不住开

心。“波波老师，接下来几天我们可

能会经常惹您生气。为了防止您血

压高升，请您生气的时候吃颗糖

……”糖果上贴的小纸条表达了学

生与周波之间的融洽。

“一个人能在自己热爱的事业

中度过美好的时光，是一种难得的

幸福。我觉得我就是幸福的。作为

一名普通的农村教师，我将一如既

往地奉行真诚、敬业、务实的态度，

不断完善自我，继续保持良好的师

德师风。在平凡的三尺讲台上，以

春蚕的精神、蜡烛的品格，为祖国

的未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与责

任。”周波如是说。 记者 朱艳

课堂上的好老师 生活中的好朋友
———记昌化初中英语老师周波

新闻事件：市民石先生反映

说，他在加油站加油后，忘记从

加油机上取回储值卡。事后，他

发现卡内余额从 2000 多元变成了

0。石先生报了警。经警方协调，

捡卡人归还了大部分。石先生认

为，捡卡人必须全部归还。

网友观点：“苏三”说，又

是个贪便宜的，搞不好坐牢的。

“今天”说，还没全退？就算全退

了也要追究他刑事责任吧。

律师点评 （浙江浙临律师事

务所律师唐显耀）：网友们很关

心，本案中捡拾油卡并刷光卡内

余额的行为是否犯罪？如果犯罪

了，是构成侵占罪，还是盗窃罪？

乍一看，石先生丢失在加油机上

的油卡属于遗忘物，更符合侵占

罪的构成要件。

实则不然。目前司法实践中

普遍的观点认为，加油卡虽然暂

被事主遗忘，但尚处于加油站

内，插在加油机上，未脱离加油

站的控制，在观念上依然是有主

物。而且根据一般人的常识和习

惯，即使是前车遗忘物品，也应

由加油站负责保管，转由加油站

占有，而非可以任意“捡拾”索

取。

所以，我认为某司机捡取该

卡并消费的行为，属于盗窃行

为。然而盗窃行为不等于盗窃

罪。构不构成盗窃罪，关键在于

盗窃罪“数额较大”的认定上。

各省都有区别，我们浙江省规

定，单次非入户盗窃数额较大的

起刑点为 3000 元。因此，尚不

达到对本案中捡卡人的刑事责任

追究。

不过 ， 相 关 部 门 可 以 按 照

《治安管理法》 予以处罚。该法第

49 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

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

私财物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 10 日以上 15 日

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

罚款。

记者 朱陈伟

捡了别人油卡使用，什么情况下是犯罪？

记者 章昕

本报讯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对

全区 3863 家餐饮服务单位进行了

年度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核定工

作，以进一步加强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管理，提高我区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整体水平。

这 3863 家餐饮服务包括学校

（含托幼机构）食堂 179 家，其他集

体食堂 203 家，特大型、大型餐饮单

位 26 家，其他中小型餐饮单位

3455 家。核定评定结果出炉：A 级

单位 40 家，其中餐饮单位 8 家，食

堂 32 家，总共新增 5 家；B 级单位

1880 家，其中，餐饮单位 1576 家，

食堂 304 家；C 级单位 1943 家，其

中，餐饮单位 1897 家，食堂 46 家。

在此基础上，确定苕溪时代生活广

场为“餐饮食品安全示范街区”，新

树立临安天目高级中学为“餐饮食

品安全现场观学点”，通过发挥典型

示范作用，提升餐饮业质量安全水

平。

“除了平时的动态监管，此次年

度分级核定的标准更为严格。”区市

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说，标准覆

盖了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人员管理、诚信建设、布局流程

和场所环境、设施设备、采购贮存、

加工制作、餐用具清洗消毒等多个

项目，强化了对餐饮环节各项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执行的检

查，要求将食品安全责任落实到食

品采购、加工、储存等各个环节，并

要求做好各项台账记录，鼓励通过

手机及时录入至阳光餐饮智慧系

统。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分级核

定，将“五常管理法”、“阳光厨房”和

阳光餐饮智慧系统落实是否到位作

为 A 级单位评定的必备条件。

市民在出外就餐前，尽量选择

食品安全监督量化级别较高的餐饮

单位就餐。“一般来说，级别越高，食

品安全风险越低。”区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可以下载“众

食安公众端”手机 app，提前了解餐

饮单位信息，查阅人员健康、监督抽

检、动态检查等情况。就餐时如遇食

品安全违法行为，还可以通过在线

定位实现实时举报。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
监督量化分级核定结果出炉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卢一未

本报讯 18 日，临安区 2019
“我们的村晚”启动仪式暨湍口镇

第四届索面文化节在湍口镇三联

村热闹开幕。文化节上，看村晚、

尝索面、打麻糍、做冻米糖等年

味十足的民俗活动，让上千名四

方游客及当地村民都提前“尝”

到了浓浓的年味。

舞台上，腰鼓 《钱王点兵》、

昌化民歌 《山歌唱到怀仁堂》 等

充满“临安”元素的节目轮番登

场，2019 第四届索面文化节正式

拉开帷幕。台上精彩纷呈，台下

做冻米糖、打麻糍等各种舌尖上

的年味也让游客们挪不开脚。而

在这些“土年货”中最吃香的还

要数湍口索面，在索面大赛的现

场，只见一字排开的几口大锅前，

游客们早已排起了长队，参赛选

手们正忙着烹制索面。当银丝般

的索面起了锅，再加上浇头菜，

香喷喷的索面，让游客们直叫好。

活动中，还进行了“十佳索面制

作能手”、“最美味索面”颁奖仪

式和“索面工艺”师徒传承仪式。

据悉，湍口索面文化节已连

续举办过三届，通过这几年的活

动打造，湍口索面的名气也越来

越响亮，而本届以“众所瞩目 以

面相会”为主题索面文化节，又

加入了“我们的村晚”元素，重

点以文化搭台的方式，在营造浓

浓年味的同时，向游客展示湍口

特色文化，助推湍口温泉小镇旅

游业发展。

湍口索面文化节“热气腾腾”

通讯员 吴灿萍

本报讯 近日，兰岭社区对“礼

让斑马线”文明劝导志愿服务队的

成员进行了表彰，向他们颁发了“社

区最美志愿者”的荣誉证书，感谢他

们 2018 年的无私奉献、热心服务。

在我区启动“礼让斑马线·文明

交通我点赞”的专项行动后，兰岭社

区成立了一支“礼让斑马线”文明劝

导志愿服务队。他们每天走上街头，

坚守在交通流量大的路口，从 7:30
到 8:30，16:30 到 17:30，不论寒暑、

无惧风雨，穿着红马甲，守护斑马

线，对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劝导。不

仅为临安的城市文明建设出了一份

力，也让自己成为了城区繁忙路口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兰岭社区表彰文明劝导志愿者

临安区 2019野春风行动冶累计募集捐款总额为 4478895 元渊截止 2019 年

1 月 21 日 15院30冤
捐款热线院63968585
地址院衣锦街工人文化宫 2 楼渊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冤

时间：1 月 21 日2019年“春风行动”爱心榜

单 位

临安区青山湖航道管理处

临安区昌化人民医院

临安区中医院

临安区锦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安区清凉峰镇中心卫生院

临安区昌化职业高级中学

序号

1
2
3
4
5
6

人数

8
金额

1000
20000
40000
19200
2000
21600

停电通知 2019年 1月 22日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 月 21 日 08:30-
12:30

洪村 V340 线立塔分线下潘支线 9# 杆下
潘白亩畈配变令克改工作侧线路检修 下泮百亩畈

金安国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大华玲珑苑,宝亿御景园小区 1# 公变,樱花雅苑 2# 变,樱花雅
苑 4# 变,樱花雅苑 6# 变,玲珑村[大畈地]公变,玲珑村[幼儿园]
公变,玲珑村[御景]公变,玲珑村[村委]公变,玲珑村[玲珑山脚]公
变,鑫盛忆家公变,临安宏林农产品批发部,临安市供电局路灯
管理所,临安市玲珑街道中心幼儿园,临安市白云百度风尚酒
店,临安新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基建变,临安新都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 基建变,临安赛康医院有限公司,路灯管理所

1.待用 V619 线改线路检修；
2.星兰 V600 线环金 6002 线金安站金
安国纪分线开关改工作侧线路检修

珑二 V373 线改线路检修,停珑二 V373
线都美开闭所 3733 开关

08:00-
16:30

07:30-
18:30

1 月 25 日

1 月 29 日

宝亿御景园 5# 公变,宝亿御景园小区 2# 公变,宝亿御景园小
区 3# 公变,宝亿御景园小区 4# 公变,樱花雅苑 1# 变,樱花雅苑
3# 变,樱花雅苑 5# 变,玲珑天城小区 1# 公变,玲珑天城小区

2# 公变,玲珑天城小区 3# 公变,玲珑天城小区 4# 公变,玲珑天
城小区 5# 公变,玲珑天城小区 6# 公变,玲珑天城小区 7# 公变,

玲珑天城小区 8# 公变

停城中 V271 线玲门站宝亿分线开关07:30-
18:301 月 29 日

顺达丁香苑 3＃ 公变,顺达丁香苑 1＃ 公变,华兴公变,挺进小
区公变,小山弄公变,10kV 万华茗楼 1# 变,丁香南苑 1#,临安市
牵手驿家酒店有限公司,杭州市钱王机械安装有限公司,浙江华
兴服装有限公司,临安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临安市交通

局,沃尔玛（浙江）百货有限公司临安钱王街分店,临安市消防指
挥中心,浙江麦当劳餐厅食品有限公司,杭州越华服装有限公
司,杭州临安自来水有限公司,临安万龙实业有限公司,临安万

华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

万乐园 3# 公变,临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停锦天 V276 线 9# 杆 2761 开关

停西瓜 V203 线聚贤站 2036 开关至聚锦
2036 线 203A 开关

07:30-
18:30

07:30-
18:30

1 月 31 日

1 月 31 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建设用地项目供地批前公示 杭临规自然告﹝2019﹞1 号
依据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关于建立和健

全土地供应公示制度的通知》（浙土资发 [2002]27 号）文

件精神，经用地意向者申请，下列单位用地拟以行政划

拨方式供地，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上述地块的公示时间为 10 天，如有单位或个人对

上述公示的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具名形式

反馈给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行政审批科，并注明

联系方式，逾期视为无异议。公示届满我局将依照相关

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并办理行政划拨手续。

联系电话:23616095 23616026

序号 用地单位 土地座落 项目名称 供地方式 项目面积(平方米) 土地用途 备注

1 浙江潜阳实业有
限公司

於潜镇金家村、
民幸村

於潜镇人民街
改扩建工程 行政划拨 12000 城镇村道路用地

2 杭州市临安区国
瑞置业有限公司 锦南街道柯家村 锦南新城柯家

安置小区 行政划拨 88280 住宅用地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二茵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潘水平以转让方式取得位于锦城街道新民村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宗，持有临国用 （2005） 字第

010200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发证面积为 333.40 平方米，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宗地内地上建筑物建筑面积

973.4 平方米，其中 612.88 平方米建筑用途由住宅改变

为商业，分摊到土地面积为 150.18 平方米。

依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出让土地改变用途有

关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厅函【2010】104 号）、《临安市人

民政府关于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

（临政函【2015】53 号文件）、2019 年 1 月 17 日地价会议

纪要，房屋产权证书登记用途为商业（临房权证锦城字

第 201108864、65、66、67、68、69 号），拟同意将 150.18
平方米土地用途由住宅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

现将上述内容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15 日。单位和个

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反馈我局土地利

用科，并注明联系方式，逾期视为无异议。期满我局将依

照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联系电话:63709129 63724034。

土地使用权用途调整公示 杭临规自然告﹝2019﹞2 号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二茵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