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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周
颖） 宁波有个“熊猫血之家”，500
多名“熊猫侠”抱团互救，去年
540人次献血，应急救援12次，用
珍贵的稀有血液挽救了一个又一个
生命。1月6日下午，“家人”们相
聚一堂，举行“宁波熊猫血之家”
成立一周年暨 2017 年度宁波市稀
有血型联谊活动。

Rh 阴性血型在亚洲人群中所
占 比 例 只 有 3‰ ， 俗 称 “ 熊 猫
血”。据介绍，1998 年以来的相关
记录显示，宁波 Rh 阴性稀有血型
献血者有 5949 人。1998 年至今临
床全血使用量为1.04万毫升，红细
胞使用量为 107.2 万毫升。因其稀

有性，一旦遇到大出血病人，血库
储备的稀有血液就会显得捉襟见
肘。2016 年 10 月 22 日，“宁波熊
猫血之家”成立，这是浙江省首个
稀有血型献血者组织。

目前，“宁波熊猫血之家”的
“熊猫侠”已有 500 余人。每当危
急时刻，“熊猫侠”们撸袖献血，
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生命。据统计，

“宁波熊猫血之家”成立以来，应
急献血救援 16 次，参加应急献血
100 余人，献血量 2 万多毫升。其
中，2017 年宁波稀有血型献血达
540 人次，采血量达 161580 毫升，
用血量达 158600 毫升；应急献血
救援 12 次，参与人数 50 余人次。

他们的救助事迹被中央电视台、浙
江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报道。

2016 年 11 月，李惠利东部医
院一名54岁Rh阴性O型稀有血型
的张女士，因恶性肿瘤手术需要
1200 毫升血液。但她身体情况比
较特殊，需要新鲜血液配型。得
到消息后，10 余位“熊猫侠”应
急献血。2017 年 5 月，一位在上
海即将分娩的“熊猫血”孕妇情
况危急，在生产过程中随时可能
会大出血，急需 Rh 阴性血以备不
时之需。我市“熊猫血之家”的 4
位女“熊猫侠”得知此事，立刻
驱车前往上海，每人献了 400 毫
升血液，为待产的危重孕妇成功备

血。
活动现场，市献血办、市中心

血 站 表 彰 了 15 名 获 得 2017 年 度
金、银、铜熊猫奖的“熊猫侠”和
46 名 应 急 献 血 先 进 个 人 。 据 统
计，目前宁波有 7位“熊猫侠”全
血献血量超过 5000 毫升，献血最
多一人高达 6000 毫升。市中心血
站体采科科长罗林说，与常规血型
不同，为对临床用血产生最大效
用，稀有血型者必须献全血，所以
一年最多只能献2次。

活动现场，“宁波熊猫血之
家”与宁波市三门商会签约，成立

“熊猫血之家 （宁波市三门商会）
援助联盟”。

我市500多名“熊猫侠”抱团互救
去年540人次献血，应急救援12次

本报讯（记者陈青） 市作家
协会法制文学创作与作家权益保
障委员会成立大会昨日举行，这
是市作协继小说、散文、诗歌、
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
论、影视戏剧文学之后成立的第
8个专委会。

随着类型文学的红火，收费
阅读和热门 IP 影视改编给从事
网络、类型文学创作的作家带来
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但随之而来
的大规模抄袭、侵权行为屡见不
鲜。同时，传统文学创作中著作
权纠纷、抄袭侵权行为也屡有发
生。为规范行业风气，保障和维
护作家自身的权益，同时为响应

文联职能转变，推进文联下属协会
改革的进程，进一步提升宁波市作
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建设，更好地为
每一位作家服务，经宁波市作家协
会 2017 年 第 二 次 主 席 团 会 议 表
决，决定成立法制文学创作与作家
权益保障委员会。该委员会为宁波
市作家协会的分支机构，是由作家
协会会员、公检法相关行业的专
家、政法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师
生、律师等人士和有关单位自愿结
成的非营利性委员会，从事法制文
学创作及作家权益保障的法律研
究、咨询等事务，并协调处理与著
作权相关的纠纷，保障作家的合法
权益。

市作协成立专委会
帮助作家维权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陈红） 昨天，党的十九大代
表、市公安局北仑分局出入境管
理大队大队长胡朝霞携爱心团队
再次远赴贵州，展开为期 4天的
助学之旅。

据悉，这是胡朝霞第四次到
贵州助学，筹集到善款 8 万元，
爱 心 物 资 价 值 27 万 余 元 。 此
前，羽绒服等过冬物资已经寄往
贵州，书籍、围巾、零食等则由
爱心团队队员亲自带到贵州。

“团队有 31 人，除了大学生、
爱心企业家、社区工作人员外，这
次我们还有中科院科学家、专业心
理咨询师、农业专家等专业人士加
入。”胡朝霞说，除了物质帮助
外，这次爱心之旅更注重的是精神
层面的帮扶，跟那里的乡亲讲讲十
九大精神，说说“扶贫与扶志、扶
智”。此外，随行的队员还会根据
自身特长，为当地学生及百姓提供
学习、生活、生产等各领域的专题
讲座。

物质与精神共同帮扶

胡朝霞爱心团队
再赴贵州助学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通讯
员顾玉润）“纪念邵逸夫先生诞
辰 110周年大会”昨天在北京中
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举行，来自
世界各地的代表隆重集会，纪念
著名爱国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
诞辰 110周年，深切缅怀邵逸夫
先生的感人事迹。

会上还放映了宁波启润影视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逸
夫传奇》，这是这部纪录片首次公
开放映。同时，宁波启润影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向香港和内地的邵逸
夫影像资料纪念馆等有关部门捐赠
了《中华义士邵逸夫四部曲》丛书
110套。

甬产纪录片《逸夫传奇》
在京首映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顾
东栋） 前日，海曙城管西门中队的
队员朱晶磊又来到柳庄巷 41 号城
市广场门口巡逻。在反复查看沿街
店铺的污水井后，朱晶磊确认这里
的污水外溢顽疾得到了有效治理。
从原先的“水漫金山”到如今的清
爽整洁，一个看似简单的污水处理
问题处理起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

前段时间，家住东方苑的居民
徐先生打电话给城管中队，投诉家
门口污水横流影响通行：“路上全是
污水，而且还有很多脏东西，一股子
臭味，大家怀疑是下水道堵塞。”

接到投诉电话后，朱晶磊和其
他队员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凭借专
业判断，他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周边
的几家餐饮店。经过检查，最终在

一家餐饮店里找到了问题症结。朱
晶磊说，饭店内的污水处理是正常
运行，符合排污标准，但由于排污
井结构呈现高低错误，导致排污不
畅。不巧的是，当市政工作人员帮
忙进行人工疏浚时，还遇到了管道
过长、疏浚工具使不上劲的问题。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排污堵塞问
题，城管队员先后联系了社区、物
业、餐饮店经营户等召开协调会，
并敲定了一个初步解决方案，即饭
店需要保障日常的清理，使油水分
离器和排污井保持清洁，城管队员
定期察看。同时，店方主动委托专
业清理工作人员定期对管道进行疏
通，对周边居民承诺污水不漏不堵
不外溢。

找到了问题根源和责任单位，
城管队员们终于松了口气。“这几
天我一有空就去现场转一圈，先前
困扰市民的污水问题终于得到妥善
解决。”朱晶磊说。

多方合力解决污水外溢顽疾

本报讯（记者何峰 海曙记
者 站续大治 朱尹莹） 1 月 4
日，窗外冷雨滴滴答答，寒气
逼人，但海曙区洞桥镇中心中
学的礼堂里却洋溢着温暖的气
息，“帅特龙”慈善基金暨教
育 基 金 成 立 仪 式 正 在 这 里 举
行。

当天，宁波帅特龙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 1000 万元成立慈善基
金，其中 500万元为洞桥教育基
金，用于贫困学生的助学、优秀
学生和教师的表彰奖励以及教学
设备的添置和购买，助力洞桥教
育事业的发展。

在成立仪式上，帅特龙公司
负责人吴志光用自己的经历，勉
励孩子们为人要笃定踏实，学习

要刻苦努力，用知识改变命运，用
奋斗成就人生。“我很喜欢读书，
但小时候家里太穷了，15 岁的时
候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他说，

“因为不会英语，我到国外出差
时，买个面包也要他人帮助。小时
候没能好好读书，是我一辈子的遗
憾，希望大家好好珍惜现在的大好
时光。”

帅特龙公司是洞桥镇的龙头企
业，该公司自 2005 年开始出资设
立助学金，13 年来已资助 1000 多
名洞桥学子。据悉，在帅特龙公司
的带动下，近年来，洞桥镇众多有
爱心、有能力的个人和企业投入到
慈善助学中来，在洞桥形成了“人
人关注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浓
厚氛围。

洞桥一企业出资千万元
成立慈善基金
其中500万元为教育基金

胡朝霞爱心团队乘坐大巴准备出发。 （陈红 厉晓杭 摄）

搡年糕、购年货、品农家小吃、赏民俗表演……昨天上午，北仑白
峰街道阳东村湿地公园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北仑第四届年糕文化节
在这里火热开启。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在乡间感受老底子年味，讨个

“年糕年糕年年高，今年更比去年好”的彩头。截至下午 4时，当地年
糕加工坊带到活动现场的6万多公斤年糕销售一空。图为游客正在购买
不同品种的年糕。

（王珏 上官荷芬 摄）

北仑年糕文化节人气旺

1 月 4 日，记者走进江北区
广庆社区里的一家书店，发现它
与以往传统意义上的书店略有不
同：店内经过精心的设计装修，
设有阅读区、休闲区等各类功能
性区域，社区及周边的居民可免
费在这里借阅图书，书店负责人
告诉记者，“孩子放学之后也可
以到书店里做作业，我们会有专
人看管孩子，这些都是免费的。”
如今，这家名为“年轮书店”的

“社区书吧”广受居民欢迎。
那么，何为“社区书吧”

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政府参
与、社区参与、市场运营、惠及
群众”。以“年轮书店”为例，
街道、社区相关部门充当桥梁，
统筹协调物业资源；各社区作为
项目主体，提供场地；书店负责
建设和经营管理；市民可免费借
阅所有图书。其实，“社区书
吧”就是图书馆的延伸，这样一
来，市民在家门口提着菜篮子就
能逛书店了。

目前，江北区的“社区书
吧”以阅读服务为切入点，为
居民提供各类文化交流活动，
创造阅读新价值，这种模式受
到了社区居民的喜爱。“社区书
吧”不但提供便捷的图书免费
借阅服务和优美舒适的阅读环
境，同时还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成为社区居民相互交
流的纽带。

（徐文杰 张落雁 文/摄）

孩子放学后若暂时没家长看管，可前往“社区书吧”看书或写作业。“社区书吧”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看书。

家门口的“社区书吧”
社区及周边的居民可免费在“社区书吧”里借阅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