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22日 星期三
责编：柠檬 版式：谢焕芬

记者帮帮团热线：67261234 QQ群号：30590991 专家服务团热线：82972222 QQ群号：329224850

3民 生

除此之外，他们夫妻看到有
困难、需要帮助的人总是慷慨解
囊。2011年，张佩玲加入了温州
爱心璀璨义工队，还瞒着丈夫

“偷偷”捐了 1000元，随后，在她
的“怂恿”下，丈夫也走上了公益
之路。夫妻俩相继参与了爱心
捐款助学行动，给贫困孩子送去
日用品和学习用品、衣物等；到
乡村敬老院，给老人们送上生活
必需品与电器等，并为老人们清
扫房间、买菜烧菜等。2016年，
他们加入马岙村爱心驿站，参与
了村级爱心公益和建设活动，赢
得了村民的赞美。2017年捐助
协办了永嘉县第三届“荣信杯”
平安永嘉全县中小学书画现场

大赛的社会慈善公益活动。
2018参与爱心捐资，用于马岙村
森林公园建设活动。夫妻倆不
仅自己捐款还鼓励家里多多参
与公益，只要有空就带着家人一
起参加活动。他们说：孩子就是
父母的一面镜子，所以父母要时
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树立积
善行德的好榜样。

他们用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
会责任心去影响人、关心人。几
年前，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在玩健
身器材，不小心摔倒，导致小指一
节断指，在孩子父母惊慌不知所
措的时候，胡陈春发现此情况后，
立即就近联系了一位骨科医生进
行了简单处理，并主动开车将孩

子与家人送到医院，协助寻医挂
号，帮他们完成了接指手术，孩子
父亲感激万分。而他悄悄地离开
了医院，当发现爱车坐垫上被血
迹弄脏后，默默地换了座套。

采访时，胡陈春总说自己家的
事情都是些小事。可就是这些看
似平凡温馨的小故事，让人备感幸
福。与记者分享一路走来的点滴
故事时，他脸上始终洋溢着笑
容。胡陈春说:“我觉得我们家
很和睦，每天都过得很幸福。”幸
福，或许每个人对它的释义都不
同，但在这一家人眼里，孝、爱、善
就是如今美满生活的幸福感言。
而这一家也当之无愧地被评选为
浙江省“最美家庭”。记者 潘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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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招聘

◆招洗车工，包吃住。
电话：13989729125

出租转让

◆出租 上塘镇浦口吕氏宗
祠 面积1200平米，适应于仓库，
加 工 场 所 等 ，租 金 面 议 ：
15325038690。

遗失启事

◆遗失永嘉县乌牛街道西
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浙江省村
经济合作社证明书副本一份，证
号：浙村社字第 0324180152
号，声明作废。

◆遗失永嘉县巽宅镇石垟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浙江省村经
济合作社证明书正副本各一份，
证号：浙村社字第0324100222
号，声明作废。

◆遗失温州凯拓安防科技
有限公司开给永浪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编
号：05361028，金额：35000.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永嘉县碧莲镇东庄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浙江省村经
济合作社证明书副本一份，证
号：浙村社字第 0324090322
号，声明作废。

本报讯 5 月 23 日（周
四）下午 14：30—16：00，瓯
北街道党（工）委书记潘剑永
将在县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中
心接听市民来电，为市民解答

关于瓯北辖区内民生工程、经
济发展、社会事业等方面的问
题。届时，欢迎广大市民拨打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记者 谷亨飞

本报讯 舞龙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每到重大
节日，人们就喜欢以舞龙的方式
来祈求平安和吉祥，是一项集民
族精神教育、健身、娱乐为一体
的运动，日前，记者在鹤盛镇蓬
溪村看到，留守儿童之家的学生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舞龙，传
承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

永嘉留守儿童之家是去年
由本报今日爱心工作室和永嘉
县楠岸助老扶幼公益中心联合
创办的，从创建以来一直关注永
嘉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让他们
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生活。为
了丰富留守儿童教学内容，促进
学生的身心健康，永嘉蓬溪村陈
安生留守儿童之家将成立两支
学生舞龙队，同时也希望中国的
传统文化后继有人，使这一民间
艺术之花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
的社会生活之中，代代传承，世
代相沿，久盛不衰。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与舞龙
学习的学生用横幅和小竹子当教
学龙来练习，同学们觉得非常有

意思，聚在一起练习。目前，永嘉
留守儿童之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
经费缺乏。经测算，需要投入一
次性经费购置必需的舞龙道具，
如服装、音响等舞龙道具、培训费
等器材设备约15000元。另外，龙
的节数以单数为吉利，一般用九
节龙，11人为一组。一只龙的价
格为 2800元，服装 90元一套。

由于资金不足，如有愿意出
资购买舞龙道具的爱心人士和
社会团体，可联系本报记者帮帮
团热线 67261234，或通过账号
捐款，永嘉县今日爱心工作室(
本 报 爱 心 专 户) 账 号 ：
201000150504945，开户行：浙江
永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营 业 部 ，支 付 宝 账 号 ：
158167185@qq.com 或户名：永
嘉 县 慈 善 总 会 ；账 号 ：
33001627635050003041；开户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永嘉县支行(
注：请在银行汇款单的“备注”一
栏或支付宝转账备注选项里注
明“留守儿童舞龙”)。

记者 潘金花

本报讯 消防通道是消防人
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
通道，在各种险情营救中起到不
可低估的作用，被称为“生命通
道”。近日，有市民打进本报记
者帮帮团热线 67261234反映，瓯
北街道铂金嘉园消防登高地经
常被私家车堵塞，存在安全隐
患，车辆还对旁边的绿化带造
成破坏，影响小区居住品质。

记者来到瓯北街道铂金嘉
园路口，看到市民所说的消防
登高地。还未走进里面只见该
路段停放着5辆私家车，将空地
占得水泄不通。而越往里面

走，几乎路上均停了车，有些
车甚至停在路牙子上；有的则
停靠在绿化带里，紧贴着树
木，造成了植被的破坏。

“这块地方车子停的很多，
由于没有那么多停车位，大家就
索性直接往花坛里开或者停靠
在消防登高地。”家住旁边的叶
女士告诉记者，每次晚上之
后，来回的车都开不出来，造
成一定拥堵，也在一定程度上
为小区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同时，记者看见，绿化带
旁边有二位工人正在有条不紊
地对绿化带进行施工作业，并

利用石砖隔开了植被和道路，
围绕整个小区。施工师傅徐勇
孟表示，最近看到消防通道有
许多车停放，在没有规定的地
方，车子都是随便乱停，尤其
绿化带没有隔离措施，造成许
多车辆直接停放，现在进行石
砖作业就是拦一拦车，保护植
被被压。

随后记者联系了相关负责
人，他们表示将告知物业管理公
司，并积极协调和沟通好，解决
消防登高地车辆私停放问题，还
群众一个宜居的小区。

记者 吴南杰

因为有爱 所以幸福
——访浙江省最美家庭胡陈春一家

家，是停泊的港湾，

家，是幸福的源泉。

家，承载心里的所有

爱，

家，饱含世间的万千

情。

家，是一份重担，更是

一份责任。

在“5·15”国际家庭

日到来之际，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省妇联联合发

布2018年度百户浙江“最

美家庭”，我县胡陈春家庭

入选。

“阿春，你翻一下手机相册，
把上次爬东蒙山你给我们拍的
照片发给我，秀钗她妈找我要
了。”“喏，这张是我牵着你的手
上山。”“嗯，这张拍得也不
错”……初夏的阳光洒在客厅
里，胡陈春正帮母亲陈裕妹筛选
照片，温馨的家庭氛围瞬间感染
了记者。近日，记者来到乌牛街
道马岙村胡陈春家，见到了这样
一幅母慈子孝的画面。

见到有客人来，陈裕妹立
即张罗儿子一起倒茶、收拾沙
发，“休息一下吧……”这个敦厚
的男子笑容里洋溢出的热情，感
染到进入屋内的每个人。其
实，现在胡陈春、张佩玲夫妇
因工作与孩子读书的原因，没
有与双方父母同住，但每隔几
天定会带着孩子去老家陪伴父
母，说说一天的见闻、工作生
活的琐事、未来的发展方向、
养生保健、时事热点……

自结婚以来，张佩玲和婆婆
一直相处和睦，婆媳之间从没吵
过一次架，从没红过一次脸，生
活中不算特别细心的她特别注

重老人心理需求，一有时间就陪
婆婆聊天，婆婆的亲戚朋友来
了，总是热情招待，即使有分歧，
也总是心平气和地与婆婆沟通
交流、消除隔阂。婆婆看在眼
里，待张佩玲更像亲生女儿一
样。前些年，婆婆得了胃间质
瘤，做了胃部分切除手术，在
住院期间，张佩玲日夜精心照
顾消瘦体弱的婆婆，直至康复
出院，夫妻俩没有喊过一声累
叫过一声苦。他们说，这是责
任，是必须做的，只觉得做得
还不够。病房的人曾误以为是
女儿照顾得贴心，当得知是儿
媳时，大家纷纷投来羡慕的眼

光。确实，在胡陈春父母的心
里，张佩玲早已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女儿了。

20多年前，张佩玲的弟弟因
故离世，这对于胡陈春的岳父母
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为了
照顾岳父母的情绪，婚后，他无
论多忙，有空时，带着孩子和他
们一起散步、聊天。平时上街
时，也会惦记着给老人们添置新
衣服、新鞋子。搭建其双方心灵
的桥梁，细心呵护着他们，慢慢
地解开了岳父母的心结。岳父
母常常对邻居们夸赞：“多亏了
女婿，比亲儿子还孝顺我！”

“香港、澳门、上海、金华

……去了好多地方，想不到老
了，他们还带我们去了这么多地
方。”陈裕妹说起儿子儿媳就忍
不住向记者赞不绝口。原来，从
2010年开始，每年夫妇两人都会
安排时间带双方父母一起出去
疗养旅游，希望可以让老人趁现
在还能行走方便的时候多看看
不同的风景。胡陈春还悄悄透
露，今年打算带一家人出国旅游
一趟，具体目的地还没定。

“百善孝为先。只要有老人
在，我们就是幸福的，谁家过日
子不都这点事嘛。”胡陈春用最
朴实的语言，说出了幸福家庭
的密码。

正是在这样和睦家庭的潜
移默化下，胡陈春的两个儿子
也被感染了。当记者聊起两个
儿子时，他眼里满是骄傲。大
儿子16岁，小儿子12岁，两个
孩子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从
不让夫妻俩操心，这大概就是
好的家风使然吧。“在我们家
一直都很民主，我和妻子的理
念就是：尊重孩子的想法，像
朋友一样相处。”胡陈春说，小
儿子特别有爱心，前段时间，
他班里的同学脚受伤，教室在
3楼，看着同学上下楼不便，
他便揽过了背同学的事。

在胡陈春家的书柜里，有

一打奖状，里面记录了儿子从
幼儿园以来的每一次进步、每
一点成长和每一份成绩。他随
手拿出其中一张，纸张上记录
着儿子俩的考试成绩、获得的
荣誉等等。“这既是对孩子成
长过程的记录，也是对家长的
一种鞭策。

家庭教育上，他们也常常
换位思考，想办法激起孩子
的学习兴趣。在工作之余，
与 孩 子 一 起 学 习 ， 探 讨 问
题。从课堂、图书馆、操场
均离不开他们陪伴的身影。
夫妻俩终身学习的理念，也
直接影响着孩子。

孝 “只要有老人在，我们就是幸福的”

爱 “尊重孩子的想法，像朋友一样相处” 善 “父母要为孩子树立积善行德的好榜样”

本报讯 夜幕降临，总有人
无心睡眠。近年来，随着私家车
越来越多，针对轿车的犯罪案件
时有发生，特别是盗窃车内财物，
既不砸车窗也不撬车门，更不懂
开锁，纯粹是碰运气挨个拉车门，
两男子靠这种方式多次作案，盗
窃车内的现金、贵重饰品等财物，
最终被民警抓获。5月17日凌晨，
黄田派出所连续接到多名车主报
案，称他们的车内财物被盗。接
报后，民警立即对案件展开侦查，
1小时候就将正在作案的两名嫌
疑人抓获，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
除了将车内的财物偷走，更是瞄
准信用卡免密支付，特地准备了
POS机，将钱盗刷走。

5月 17日凌晨，家住黄田街
道东联村的张先生起来上厕所，
意外发现自己手机陆续收到几

条信用卡的消费短信，可他清楚
记得信用卡放在车上，无缘无故
怎么会有消费记录。张先生带
着疑惑站在阳台上面查看停在
楼下车子的情况，没有想到正有
两个男子从张先生的车子内下
来。在夜色掩护下，径直走到旁
边的小轿车，随手一拉便拉开了
车门，之后两人迅速钻入车内，
在里面找了一会，之后就往千东
北路方向走去。随后，张先生连
忙向公安机关报警。

接警后，民警在调查中发
现，被盗窃的车辆均停放在同一
路段，民警立即沿线展开巡逻和
查找监控，近一个小时后，在黄
田街道办事处附近发现有两个
男子鬼鬼祟祟站在停放在路边
的轿车旁，民警靠近后将两名男
子带回派出所调查，并从两人身

上搜出 3000多元的现金及若干
的金首饰等被盗财物。但令办
案民警疑惑的是，从犯罪嫌疑人
身上还搜出了一个POS机。

经讯问，嫌疑人夏某对盗窃
车内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据其交代，他的作案手法并
没什么“技术含量”，而是靠“碰
运气”拉车门。30来岁的夏某是
瑞安人，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在
喝酒的时候遇到了年龄比他小
很多的“小明”，看“小明”花钱大
手大脚就好奇，一问原来是通过
深夜用拉车门的方式进行盗窃
车内物品，而且还蛮简单的，于
是夏某也起了心思，两人一拍即
合，带好工具就准备去盗窃。夏
某想到一些人会图方便，会开启
信用卡的免密支付，小额消费无
需输入密码，夏某就特地带了一

个POS机过去，在对车内物品进
行盗窃时，发现信用卡就会拿来
刷，套现完成后就将信用卡放回
去。就这样，5月 17日凌晨，两
人从温州打车来到黄田千石新
村，沿千东南路、千东北路一路
行窃，直至被抓获，已“疯狂”作
案 9起，除了现金、物品，还盗刷
了5笔信用卡，每笔203元。

办案民警汪海洪介绍，嫌疑
人夏某和“小明”均是一名惯犯，其
作案手法非常简单，先用手电确定
车内是否有皮包、现金等贵重物，
然后靠“碰运气”拉车门，拉开就
偷，拉不开就用专业工具开窗。
目前，夏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永嘉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小明”因未满
16周岁，警方对其进行教育训诫
后，交由其监护人管教。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要加强

自我防范意识，车内不要存放贵
重物品；停车时应选择正规停车
场，尽量停在监控覆盖范围之
内，有监控可以对嫌疑人起到震
慑作用；停车后不要怕麻烦，一
定要拉拽一下车门，务必检查门
窗，确保门窗关闭到位，避免给
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一旦发现
车内财物被盗，不论失窃多少，
都应及时报案。

另外，大家都知道小额免密
支付是银联为提升客户体验推
出的一种小额快速支付服务，在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免密
支付”功能是默认开通的，不超
过一定金额的消费在不输入密
码的情况下就可支付成功。安
全起见，建议大家可以自行关闭
这个免密支付功能。

记者 潘益风

本报讯 前天晚上，还在
实习期内的叶某因酒后驾驶，
被永嘉公安局交警上塘中队民
警当场查获，驾驶人叶某后悔
不已，千辛万苦跨过路考那道
坎，满心欢喜拿到心仪已久的
驾照才6个多月，却因为实习期
内酒后驾驶，那张尚未捂热的
驾照就此“别离”了，但不得不
接受现实，为自己的“技高人胆
大”买单。

5月20日晚，在“5·20”一个
充满春风解风情的日子，永
嘉公安局交警上塘中队在辖
区内设卡开展“夜查酒驾”
行动，逢车必查。20 时 30 分
许，当叶某驾驶车辆经过卡
点，民警发现其涉嫌酒驾，
随后把叶某带上车对其进行
呼气式酒精度检测，其呼出

的气体中酒精含量为 32mg/
100ml，已构成酒后驾驶。

后民警调查发现叶某的驾
照是 2018年 11月 6日取得的，
目前尚在实习期内，按照《机动
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
六十九条的规定，“机动车驾驶
人在实习期内发生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被记满 12分的，注
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
格。”当民警告知叶某时，他这
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
断地求情、诉苦、悔过，但种恶
因食恶果，最终，叶某因酒后驾
驶被注销驾驶证，并处 1500元
罚款。

交警提醒处于实习期的驾
驶人朋友，考取驾照不容易，且
行且珍惜。

通讯员 廖克理 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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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作案的两名嫌疑人被民警抓获

留守儿童学习传承舞龙文化
准备成立学生舞龙队，奈何经费受限，需要
您来伸援手

小区消防登高地被私家车占用
业主直呼存在安全隐患望管理

瓯北街道党（工）委书记潘剑永
将接听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时间：23日（周四）下午14：30—16：00

实习期内酒驾，大胆！
就此“别离”驾照，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