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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到九堡金雅苑小

区送快递的小张， 收到了一份特别的

礼物，是业主专门买给他的一本书。

这位业主名叫杨海锋， 是浙江大

学城市学院的一位老师， 平时经常在

亚马逊网上买书。

“快递小伙很阳光很热情，来我们

家送书十多次了。 每次他会很耐心地

帮我把包裹打开， 让我看看里面的书

齐不齐， 不像有的快递员扔下包裹就

走。 ”杨老师对小张的印象非常好，所

以两人每次碰到都会多聊几句。

“半个月前我们聊到他最喜欢的

作品是《狼图腾》，但很可惜他没看完。

我就想是不是可以送这本书给他，就

当以书会友嘛。”杨老师很快在网上订

购了一本，售价

19

元。

其实，这并不是杨老师第一次送书，

几年前他就开始送书给学生， 今年

8

月初

他还给自己制定了一份赠书计划，对象从

学生扩大到在城里艰辛打工的务工人员。

而他送的书每一本都是花了心思

的。 除了要合对方的胃口、 读之有益

外，选择的出版社也很讲究，所以有时

候为了挑书， 杨老师能在电脑前坐一

下午。每一本送出的书，他还会在扉页

写下一段赠言。

在送给小张的《狼图腾》卷首，杨老

师这样写道：只有通过劳动，思想才能变

得健全；只有通过思想，劳动才能变得愉

快；两者是不能分割的。（罗斯金）

杨老师希望， 能有缘认识更多的

读书人，也希望读书人能互为心灯，以

书为媒，相互照亮生命的旅途。

昨天感性的杨老师发了一条微

博，记录自己送书的事，微博被不少他

的学生看到，学生们纷纷点赞。

其中一位学生十分感慨，他说，之

前也读过很多杨老师送给学长的书，

书中的赠语让他感受到爱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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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下午

5

点半，成都飞往杭

州的飞机降落在萧山国际机场， 机上载着

从西藏千里迢迢来到杭州治疗先天性心脏

病的

8

个孩子，和陪伴他们的家人。

虽然这些来自西藏的患儿在杭州举目

无亲， 但是却有一批人早早地就等候在萧

山机场，给孩子们接机，他们是杭州市红十

字会出租车志愿服务队的的哥， 他们还有

个名字———博爱

V

车队。

这次来到杭州的

8

个患儿，来自西藏自

治区的那曲、嘉黎和比如三个县。这是浙江

省对口支援西藏的项目， 由省红十字会牵

头， 在省卫生厅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

童医院的共同努力下， 这已经是西藏来杭

州治病的第二批孩子了。

徐聿江，作为博爱

V

车队的副队长、红

十字会的志愿者， 也跟随省红十字会去了

西藏，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进行初筛。

“让他们一到杭州就有家的感觉。 ”徐

聿江是个东北汉子， 在杭州开出租车快

10

年了，身材高大的他总能给人踏实的感觉。

确定了患儿来杭州的行程后， 徐聿江

在“博爱

V

车队”的

QQ

群中发出倡议，希望

有空的的哥能来萧山机场接机。

的哥志愿者们热情地响应。前天下午，

来自春光、大川、新能源等出租车公司的

15

名的哥，特意歇业一天，“浩浩荡荡”来到机

场。

领路，搬行李，介绍杭州……虽然语言

不通， 但热情的哥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

藏族同胞的关爱。

随后，在的哥志愿者的陪同下，

8

名患儿

入住了浙江大学儿童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第一时间找我

们。”徐聿江说患儿年纪都很小，家长们不会

说普通话，随队来杭的只有一个翻译。因此，

博爱

V

车队的志愿者们自发轮岗到医院值

班，帮助孩子们和家长适应杭州，了解杭州。

昨天，徐聿江休班一天，来到医院，站

好第一班岗。

“我喜欢杭州菜，比家里的好吃。”徐聿

江说这是其中一个孩子和他说的悄悄话。

孩子叫次吉，上初中了，会说一些普通话。

孩子们开心，徐聿江也跟着开心，这让他觉

得自己做的事有意义。

其实，为了忙活这些，徐聿江已经好几

天没出车了，他妻子难免有些抱怨。但徐聿

江说他带头做了，才会有人跟着做；至于妻

子，他可以慢慢哄。

如今， 博爱

V

车队已经在为孩子们规

划治疗后的日程。 他们要带孩子们领略一

下杭州的风光，给他们一次完美的旅程。

同方65TX6000采用无边技术， 将驱动电

路藏进面板中，视野得到无限放大。 辅以弯月

形铝合金黑色底座，时尚的造型为您的现代居

室锦上添花。

除了搭载双核CPU和四核GPU的极速六

核顶级配置， 同方65TX6000还拥有3840×

2160（4K）的物理分辨率，图像效果比全高清

电视多出1800万像素，而现在一个1800万像素

的相机，市场价值至少在4500元以上。 此外还

结合full-colour全色域背光源技术，色彩显示

范围更宽广、更饱和，搭配i+智慧引擎独具的

运动影像稳定技术，大幅度提升运动画面的流

畅性和清晰度。

同方65TX6000拥有海量智能应用程序，

体感游戏深受消费者欢迎，游戏手柄、游戏机

设备、红外感应装置成为了标配。 从分类上看，

目前拥有体感、休闲、益智、其他等分类，共18

款体感游戏。 体感游戏玩起来也很简单，不过

需要手脚并用和一点小机智， 比如 《百米冲

刺》，一场游戏下来也是气喘吁吁，就像真的跑

了一百米似的。 在娱乐中不仅获得了快乐，也

顺便锻炼了身体，可谓一举两得。

清华学堂一直是清华同方电视机的特色

内容， 经过了多次的版本升级与内容添加，同

方65TX6000呈现出来的“清华云教育” 平台，

整合学前教育、学龄教育、成人教育和健康教

育等众多内容，成为了一个专业权威的教育平

台，绝对是彩电界的“教育泰斗” 。

同方65TX6000是清华同方电视最新推出

的明星产品，以其时尚的外观、高端的软硬件

配置和超高性价比抢滩推出，深受广大消费者

的喜爱，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65寸大屏智能

电视。

今年的日化市场依然喜忧参半。 继丸美、

美即的“跨国外嫁” ，这一周，国内日化市场又

迎来了一记重磅炸弹， 今年上半年推出防脱新

品的索芙特， 凭借10%的涨幅接连创下三个一

字板，有人惊叹，有人质疑。

连续

3

日一字封涨停，国产品牌终显硬气

继在博鳌论坛推出“6级防脱” 护发新品，

引爆上半年第一轮连续涨停后，9月金秋的第

一周，索芙特又创造了新一轮疯狂涨停周。 从9

月4日至9月6日，索芙特接连涨停，以平均10%

的涨幅创下三个一字板，再次掀起业界一片沸

腾声。

从年初国货备受追捧开始，到丸美、美即等

国内日化大牌“卖身” 外资，纵观国内日化市

场，仍是一片兵慌马乱之势。 而索芙特不惧风

险， 携古天乐大手笔推出6级防脱新品， 并将

“中国功能性个人护理品牌” 正式列入战略目

标，踏上征程。 如今，这些看似大胆的举措似乎

已经初见成效。 虽然这在几个月前， 还有相当

一部分业界人士对索芙特并不看好，而今，随着

接二连三的涨停表现， 索芙特厚积薄发的品牌

功力逐渐让不少人再一次刮目相看。 凭借先前

的品牌累积，加上大牌明星的助力，索芙特的6

级防脱新品刚上市，就疯狂引爆了终端市场。

制定防脱新标准，打造产品核心力

就在新品上市的第一个月， 索芙特防脱新

品就刷新了各大超市同类产品的月销售纪录，

如在北京的永辉超市、广东的华润万家，均创下

了火爆脱销的喜人局面。 日化领域中， 明星产

品常常是品牌绝地反击和屹立不倒的传家宝。

而这似乎正是索芙特6级防脱新品成功的关

键。

“6级防脱技术” 取自于传统中医君臣佐

使理念与现代医学靶点科技的完美融合。 与传

统防脱产品治标不治本不同的是，“6级防脱技

术” 采用生物工程级系统护理，针对脱发问题

的6大靶点，深入脱发根源，实现毛囊及周边环

境、头发生长、头皮环境全方位改善。 “我用完

之后感觉头发很舒服，因为它用的是‘汉草配

方’ ，感觉很好。 ” 作为索芙特6级防脱育发香

波新品的代言人， 古天乐表示对新品的未来发

展很有信心。

索芙特防脱火爆脱销 股票狂飙连续3日涨停

新晋4k大屏神器 合资索尼国货同方表现非凡

84岁大伯脑血栓病发 银行门口晕倒

“谢谢银行员工 他们都是我老伴的救命恩人”

爱看书的快递小伙

收到了一份充满爱与温暖的礼物

8位西藏“先心病”患儿抵杭治疗

热心的哥不仅歇业来接机 还轮流到医院值班

□

时报记者 寿亦萍

志愿者帮孩子脱衣服。

□

见习记者 徐诚忆 文 时报记者 胡峻玮 摄

胡大伯躺在病床上。

□

见习记者 徐诚忆 文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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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10

点，

84

岁的

胡大伯， 来到家附近的中国工商银行

湖墅支行半道红分理处办事。 没想到

刚步入银行大门，胡大伯就两眼一黑，

昏了过去。

幸亏银行员工和在场市民及时打

了

120

，并对胡大伯采取了简单的急救措

施。

120

就近把胡大伯送到了省中山医院

急救，目前胡大伯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

“昨天是领退休金的日子

我非出门不可”

昨天，省中山医院急诊病房里，胡

大伯的老伴朱大妈坐在床边， 手里帮

他掖了掖被子， 嘴上却抱怨开了：“一

直劝你，一个人别出门，就是不听。 ”

胡大伯说，他非出门不可，昨天可

是他领退休金的日子。 可是退休金还

没拿着，自己却进了医院。

胡大伯家住湖墅南路，昨天上午，

胡大伯步行来到银行。“刚进门就有点

儿不舒服，头闷闷的，还流眼泪。”胡大

伯回忆说，“一口气提不上来， 然后两

眼一黑，我就晕过去了。 ”

这可把银行的工作人员吓得不

轻， 银行的保安说， 其实胡大伯刚进

门， 他就发现有点不对劲：“我看老人

面色发白，呼吸也很急促。 ”一眨眼的

工夫，见胡大伯身子一软，保安连忙扶

住了他，胡大伯这样才没摔在地上。

银行大堂黄经理听到有人大喊

“有人晕倒了”，赶忙打了

120

，并按照

电话里急救人员的吩咐， 将胡大伯身

子放平，移到相对通风的大门口。

120

到之前，银行的几位员工停下

了手头的工作赶来帮忙， 来办业务的

市民也帮着“出谋划策”。“快把老人的

衣服解开”“我们不要围在边上， 给老

人通通风”。

120

赶到后，胡大伯在黄经理的陪

同下被送到了医院。

辗转银行、公安、社区

联系上老伴朱大妈

朱大妈说，胡大伯一直有脑血栓的

毛病，这样毫无预兆的晕倒已经不是第

一次了。所以，只要胡大伯出门，她一般

都会陪在身边。谁想到，昨天上午，她去

买个菜的工夫，胡大伯就自己出门了。

朱大妈说， 胡大伯没有在外面昏

厥过，所以朱大妈刚开始还不太相信。

“我以为是那种诈骗电话，后来才搞清

楚情况。 ”

在朱大妈赶到医院前，黄经理一直

陪着胡大伯，“放大伯一个人在医院我

不放心，也不能安心工作。 ”黄经理说。

为了寻找胡大伯的家人，黄经理从

银行查找到胡大伯的住址，先联系了辖

区派出所，后来又通知所在社区，最后

从社区的老年人登记册上找着了朱大

妈的手机号码，着实费了一番工夫。

记者赶到医院时， 胡大伯已经苏

醒过来，挂着盐水，病情稳定。 朱大妈

握着我的手说， 一定要替她好好感谢

工商银行的员工， 他们都是胡大伯的

“救命恩人”。

去银行取退休金

最好选月初或月末

记者将胡大伯清醒的消息带到银

行，黄经理说员工们也能放下心来了。

黄经理说，每月

15

日是很多单位发

放退休金的日子，因此来银行的老年人

特别多。 为了这些“特殊”顾客的安全，

银行也采取出了一些“预防”措施：

为了避免让老人排队， 银行在这

几天特别增加了两个柜台， 尽量加快

帮老人办理业务的速度。 还把空调温

度调到

26℃

，避免室内外温差太大，老

人一下子适应不过来。

最近，气温起伏不定，给心血管疾

病的发作增加了可能， 老年人正是高

危人群。黄经理建议，老年人可以在月

初和月末这两个业务量较少的时段，

来银行办理业务。

另外中山医院急诊室的庄医生也

提醒大家，这样的天气下，要尽量避免

老人独自出门。 他建议家人可以制作

联系卡，让老人随身携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