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7!1"#$%&'()*+,-./0123456789:;<=>?@A B@CDEFGHIJKL=>7M/

NL=>OPQRSTU5VWXYDZ[\=]^_<`abcdA OefgZhijkl=]mn^o<`pqrs

tuvA ,-. !

!"#$%&'

"#$%&'()*+,-./012

! wxyz /01 yz , 2

“郑所长，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
的关心与照顾，今后我再也不做违法
犯罪的事了，一定好好做人，用实际
行动回报社会……”日前，在县客运
中心大厅里，面对眼前与自己年龄相
仿，却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县看守所
副所长兼管教民警郑朝旭，今年 47
岁的王某哭得像个孩子，大厅内溢满
了浓浓的温情。

王某，江西人，为家中独子，父亲
是名老革命战士。由于父亲对其从小
溺爱，王某养成了好吃懒做的坏习
惯，平时家里开销全靠父亲工资，那
时的王某衣食无忧，还染上赌博恶
习。

15年前，父亲去世后，王某的好
日子也随之结束。由于家庭生活困
难，妻子让王某跟村里人外出务工，
王某却像着了魔一样，没日没夜地扑
在麻将桌上，妻子一气之下离家出
走。妻子出走后，王某更加肆无忌惮
地打麻将。由于长期缺乏运动，其小
腿肌肉出现萎缩。因没钱治疗，病情
越来越严重，连走路都非常困难。

去年 5月，王某从江西老家来到
宁波找工作，可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每份工作都撑不了一个礼拜。后

来，他干脆不工作，每到饭点就到老
乡家蹭饭。

去年 9月的一个下午，王某拄着
拐杖从宁波坐车来到我县。当晚，王
某潜入海游街道某居民家进行盗窃，
不料被市民发现，将其送到公安机
关。随后，王某被县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8个月。

“王某被送进看守所时，我们是
搀扶着他进监室的。”郑朝旭回忆
道。

第一天，郑朝旭就发现王某不吃
饭，通过询问得知王某自从生病后就
得了厌食症，每天单靠吃豆腐为主，
而且一天要吃掉 2.5公斤。面对这位
特殊的在押人员，郑朝旭马上将此情
况汇报给所长杨利将，于是所里决定
对王某进行特殊照顾。

为了让王某的病情得到有效治
疗，郑朝旭专门跑到县人民医院（中
医院）向医生寻找药方，希望能治愈
王某的病。最后，医生得出的结论是
王某病情只能保守治疗，主要依靠康
复训练，药物无法治愈。

由于小腿肌肉萎缩不能下地走
路，王某只能整天坐在床上。为防止
王某病情加重，郑朝旭动员监室人员
为其小腿进行按摩。同时，放风时间
由监室人员轮流搀扶着王某到放风
场活动，还每天叮嘱厨师补充其他菜
品以改善其厌食症造成的营养不良。

天气晴朗时，郑朝旭还特地让王
某到放风场晒太阳，由监室人员轮流

搀扶其进行康复训练，并且不受时间
限制，帮助王某更好地恢复。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郑朝旭在
和医生商讨后，决定在王某的饮食中
添加米饭和其他食物。一开始，王某
对米饭非常排斥，后来在郑朝旭和监
室人员的开导和鼓励下，王某终于吃
下 10多年来的第一口米饭。慢慢地，
王某从每天吃 2.5公斤豆腐减少到
每天吃 1.5公斤，整个人也变得精神
起来。

在看守所服刑的 8个月里，郑朝
旭每天给王某鼓劲打气，王某也从一
开始依靠监室人员扶着走路，渐渐恢
复到自己拄拐杖下地走路。近日，刑
满释放的王某终于自己拄着拐杖走
出了县看守所。

“王某自从进入县看守所，没有
一个亲人来看望他，回家的钱也没
有。”考虑到王某的身体状况，郑朝旭
主动打电话联系王某在宁波的务工
老乡，还自掏腰包为他买了张我县开
往宁波的车票。

刑满当日，郑朝旭用私家车将王
某送到县客运中心，怕他到宁波后遇
到困难，又塞给他300元钱，并叮嘱他
以后不要再做违法犯罪的事。这才出
现了开头的一幕。

“只有用家人般的温暖和关爱，
才能让那些自暴自弃的在押人员重
拾生活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郑朝
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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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OPyz K LQ“我们
小区广场的玻璃平台上，有数面
玻璃都出现了大面积裂痕，有时
候看到小孩在上面蹦蹦跳跳，觉

得很危险。”近日，紫云山庄居民宋欣向本报反映，称该小区内
的一处玻璃平台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引发了居民们的担忧。

7月4日，记者来到紫云山庄小区内的圆形玻璃平台，只
见该平台由16块大玻璃组成。走近一看，记者发现有6块玻
璃出现了大面积的裂痕。正在附近休息的几位居民纷纷表示，
这个现象已存在一段时间，不少人认为，裂痕的出现可能是玻
璃老化所致。

“这个玻璃裂了挺危险的，特别是暑假到了，孩子们在广
场玩耍时，经常在上面蹦蹦跳跳，看着实在让人心惊胆战。”对
于玻璃平台的安全性，居民章心怡很是担忧。

随后，记者联系了该小区的物业。物业工作人员温科亮介
绍，玻璃平台的裂痕是往年部分居民在平台上放鞭炮所致。

“我们平台的玻璃均是双层夹胶玻璃，就是两层玻璃中间夹有
钢片。虽然上层玻璃出现了裂痕，但是下层玻璃仍然完好。”温
科亮说。

同时，温科亮告诉记者，为了打消居民们的顾虑，他们已
与玻璃制作商取得联系，重新定做平台内的玻璃。“由于尺寸
和材料的特殊性，要将有裂痕的玻璃全部替换掉，需要10天
到半个月左右时间。”温科亮表示，今后过年期间，他们会树立
相关警示牌，严禁居民在玻璃平台上燃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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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OPyz ]^_Q一到夏天，台风就成了市民关心
的话题。7月3日，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称，今年第1号台风

“尼伯特”已于当天早上8时在美国关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
洋面上生成。随着“尼伯特”逐步向台湾至华东沿海靠近，受
其影响，7日开始我县部分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雨。

说起台风，蟹乡百姓并不陌生。不过相比往年5月就进
入台风季，今年的台风可以说是姗姗来迟。虽然“尼伯特”来
得晚，但其气势却显得咄咄逼人。

7月4日14时，“尼伯特”中心位于东经 141.30度，北纬
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气压 995百帕。预计，“尼
伯特”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可能于 7日夜间至
8日先后登陆我国台湾东部和闽浙沿海，也有可能在华东近
海北上。

台风一来，大风大雨也将随之而来。县气象台工作人员
提醒市民，要及时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并提前做好大风和
降水的防范工作，警惕局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积涝等次
生气象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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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同做好三门县精神卫
生工作，方便广大精神疾病患者
就诊、购药，三门医院从 6月份
开始与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合
作，开设精神卫生科门诊，由台
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坐诊。请
广大精神疾病患者或家属根据
自愿原则先到县社保中心一楼
大厅（新兴街75号）办理定点医
院转换手续，购药时方便直接刷
医保卡报销，报销比例由市二院
的55%提高到75%。就诊时间为
每月15号全天，地点为三门人
民医院门诊4号楼二楼（针灸推
拿科隔壁）心理卫生科，可接受
提前预约，预约电话：8336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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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由三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三门县鸿新发廊（个人独资企业）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331022000046244
（1/1），发证日期：2013年 10月 17日，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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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符合条件的 23至 38周岁的职
业人士、青年员工推广，“青春卡”分
男性卡、女性卡，目前仅在浙江省辖
内发行。具有免费短信提示功能；每
月首笔取现免手续费；卡内溢缴款取
现免手续费；可以全额取现；首年免
年费，当年刷卡满 6次，免次年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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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原告郑胜与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1022民初 57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一、由
被告章法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给原告
郑胜借款本金10000元及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16年 2月 19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本判决履行
完毕之日止。二、被告王崇剑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王崇剑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章法松进行追偿。如果被告章法松、王崇剑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360元，合计人民币 410元，由被告章法
松、王崇剑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0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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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原告章灵霞与被告叶成、吴总民
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1022民初 91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
决：一、由被告叶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归还原告章灵霞借款人民币 20000元及利息
1600元，并支付利息自 2016年 3月 15日起按
本金 20000元按月利率 2%算至本判决履行完
毕之日止。二、被告吴总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吴总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叶成进行追偿。若被告叶成、吴总未在本判决
确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340元，公告费 360元，合计人民币 700
元，由被告叶成、吴总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0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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