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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通讯
员林轶男） 暑期来临，旅游进入
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但由于
与汛期、台风天不期而遇，发
生涉旅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也在
增加。昨天下午，笔者从市政
府召开的夏季旅游安全工作会

议上获悉，夏季出境游、涉海涉
水游、体验大型游乐项目安全隐
患多，市民需防范七大风险事故
的发生。

夏季，正是漂流、滨海游、
水上娱乐等项目的游玩高峰期，
但目前我市相关景区的涉海涉水
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标准
规范不明确、安全设施投入不
足、安全提示警示不明显等问
题，市民游玩需防止发生溺水事
故。夏季是出境游旺季，但越来

越多的市民通过线上旅游平台和移
动 App 选择境外自由行产品和服
务，由于对目的地国家的社会治
安、宗教习俗、法律制度等情况了
解得不全面，无形中增加了出境游
安全风险。随着人们对旅游体验的
要求提高，玻璃栈道、滑道索道、
过山车等高风险旅游项目越来越
多，但如果维护保养、应急处置不
专业，极易发生游客坠落和机械性
伤害事故。而在台风汛期，我市一
些景区所在的山区、水边易发生山

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翻船
及溺亡事故。

此外，我市有关部门在检查中
还发现，一些旅行社租用车辆登记
要素不齐全、合同不规范、对车辆
和驾驶员信息核查不严格，有些旅
行社甚至租用没有营运资质或底数
不清的车辆；乡村民宿 （农家乐）
存在消防布局不合理、建筑耐火等
级低、安全疏散条件差等安全隐
患，这些都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事故
风险。

暑期、汛期、台风期叠加

市民夏季出游需防七大风险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吴涛 蔡天宇） 孩子们期待
已久的暑假终于开始了，也意
味着又到了“小候鸟”迁徙的
时节。最近一段时间，涉及孩
子交通安全的事也多了起来。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家长，孩子
可以放暑假，但安全千万不能

“放假”。
7 月 5 日上午 8 时 30 分许，

高速交警接到报警：G92杭甬高
速宁波方向 291K+700M 处，也
就是大隐收费站附近有危化品车

碰撞中央护栏，车辆无法移动，
有人员被困。接警后，高速交警
立即赶去现场开展救援。事故
车辆上有 3 人，分别是一男一
女一小孩。他们没有受伤但被
困在车内出不来，所幸这辆危
化品运输车是空车，不存在泄
漏等危险。

人员成功救出后，高速交警
获悉，车上的小女孩是驾驶员的
外孙女。由于孩子的父母工作
忙，孩子放暑假没人照顾，他只
能带上孩子一起跑运输。该车辆

驾驶室核载人数为 2人，现在实载
3人，属超员。最终，高速交警对
驾驶员作了处罚。

“孩子也不能超员，别以为他
们小，挤挤就行了。”高速交警
说，7月 6日晚上 10时许，高速交
警在宁波西收费站进行整治，拦下
一辆白色轿车，车上五大一小共 6
人，最终被认定为超员。仅隔一小
时，又有类似的情况，这次是五大
三小共 8 人，属于严重超员。“超
员的危害大家都清楚，但是如何认
定很多人不清楚。它是按人头算

的，只要是超出人数限制，即使是
小孩，哪怕是抱在手上的婴儿，都
算是超员。”

“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暑期交
通安全问题。”交警说，家长教孩
子树立正确的安全意识是保护他
们 最 好 的 方 法 ： 过 马 路 走 斑 马
线，红灯停来绿灯行；12 岁以下
小朋友，不可骑车上马路；外出
路上要文明，追逐打闹可不行；
走路不当低头族，时刻观察顾安
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
车窗外。

涉及“小候鸟”安全的事多了起来
暑期不要给孩子的交通安全“放假”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者
站张落雁 通讯员王思远） 近日，
家住江北文教街道育才社区的董师
傅深感欣慰，原先一直困扰自己的
噪声污染终于减轻了，早上也能休
息好了。原来，前段时间他向街道
反映，楼下早餐店凌晨开工做早
点，机器噪声大，影响休息。街道
综合指挥室在接到居民投诉后，立
即分派任务，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与

店主进行沟通，现在这个问题已经
解决。

这样高效的民生问题解决模
式，得益于文教街道今年启动的

“民生无小事”专项行动。4 月份
启动以来，累计收集各类民生问
题 42 件，目前已解决 32件，正在
处理 8 件，不能处理的 2 件已及时
反馈。

“对于老百姓而言，政府为民

办实事做得好不好，就是看家门口
的事情解决得怎么样。”文教街道
相关负责人说。在专项行动中，街
道通过多种方式收集民生之事，每
天下午 3时前汇总到街道综合指挥
室，由指挥室统筹协调，分门别类
流转到科室、社区等相关责任主
体。

同时，在专项行动中，杜绝民
生服务“虎头蛇尾”迟迟没下文的

现象。不管问题最终解决与否，
街道都要第一时间予以反馈，确
实难以解决的问题，也会向老百
姓解释清楚，争取他们的理解，
做 到 “ 事 事 有 落 实 ， 件 件 有 回
音”。

文教街道还规定，对于较容易
解决的社情民意问题，必须在三个
工作日内反馈问题处置结果；对于
较为复杂的问题，也要在三个工作
日内反馈问题处置进展，并将处置
结果反馈给反映人。同时，对于一
些需要跨职能科室或街道本级无法
解决的问题，通过建立与区职能部
门协同联动的有效机制，让问题第
一时间协调、处置，并向群众做好
进度跟踪和解释说明。

“民生小事”件件有回音
江北文教街道三天内反馈问题处置结果和进展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徐
晨燕 毛丽丽） 5个月体重暴瘦 45
公斤，大大小小手术 6次，在重症
医学科先后住院107天。25岁的小
建怎么也想不到，只因一次朋友聚
餐，竟突发急性重症胰腺炎，不仅
吃尽了苦头，而且数度与死神擦肩
而过。

小建是安徽人，在宁波做销售
工作已经两年，因忙于工作，平时
几乎餐餐点外卖。外卖饮食重油，
加上少锻炼，身高1米78的小建体
重一度飙升到105公斤。

5 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小建和
同学聚餐。深夜回到家后，小建开
始肚子疼痛。熬到第二天早上 6
时，腹痛越发厉害，并开始伴有阵
阵恶心，小建硬撑着打车来到李惠

利医院急诊室。
医生立即把小建送进抢救室。

一查化验指标，血淀粉酶严重超
标。CT 检查显示小建患了急性胰
腺炎、脂肪肝。被送进重症医学科
的小建病情迅速恶化，呼吸困难，
心跳加速，很快呈现血电解质紊
乱、酸碱失衡、多脏器功能衰竭。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并立即实施血
液透析治疗。

经过抢救，小建暂时脱离了生
命危险。但接下去的治疗依然挑战
重重。“胰腺的坏死程度太严重，
无法通过自身来吸收，必须手术治
疗。”肝胆胰外科主任李根丛解
释，“但手术对于小建而言无疑是
又一次创伤，风险极大。”

2月28日，小建接受了第一次

手术。接下来两个月内，小建又接
受了三次腹腔镜下的清创手术和一
次结肠造瘘手术。

小建每次做完手术，身上都
会增加几根引流管，以引流腹腔
里的脓液，多的时候插了七八根
管子。每次换药对小建来说都是一
次煎熬。

5 月 20 日，经过 100 余天的不
懈努力，小建病情趋于稳定，终于
转到了普通病房。一场生死较量，
小建体重暴降到60公斤。

据了解，目前仍在住院的小建
基本能生活自理，接下去他还将接
受一次小肠造口回纳的手术。

“小建患的是高脂血症性重症
急性胰腺炎。”医院重症医学科主
任金雨虹解释，此病与小建经常吃

的高油脂外卖不无关系，加上平时
缺少锻炼，导致体内甘油三酯越来
越高，引起胰腺炎和代谢综合征。

“重症急性胰腺炎是一种病情
险恶、并发症多、病死率较高的急
腹症，死亡率为 20％，一旦发病
往往危害人体多个器官。”金主任
说，小建是今年李惠利医院收治的
第 8个高脂血症性胰腺炎病人。随
着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的改变，目
前高脂血症性胰腺炎的发病率呈上
升趋势。

专家提醒，现在不少人爱吃
夜宵，贪凉猛喝冷饮，暴饮暴食
也会诱发急性胰腺炎。建议平时
饮食要荤素搭配，不要经常吃油
脂、胆固醇较高的食物，切勿暴
饮暴食。

几乎顿顿吃外卖！25岁小伙突然腹痛
进ICU抢救107天，体重暴降45公斤

前日，海曙望春街道新星社
区为社区内的小朋友带来了一场
妙趣横生的新型皮影戏。在欣赏
了皮影戏老师精彩的表演后，小
朋友跃跃欲试，抢着上台学习、
表演这一传统的艺术形式。

（刘波 忻之承 摄）

妙趣横生的
皮影戏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余晶晶） 记者昨天从市教育局
获悉，该局联合市综治办、市中
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
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
团市委、市妇联等单位，出台

《关于开展中小学生欺凌防范治
理工作的通知》，部署我市中小
学生欺凌防范治理工作。

根据部署，学校要建立早期
预警机制，把学生欺凌现象消灭
在萌芽状态。学校建立一支以任
课教师、班干部、学生骨干、校
园保安、护苗志愿者等组成的学
生欺凌信息传递队伍，针对心理
问题倾向明显的学生，学校要及
时给予关注和深入排查。班主任
要和学生家长建立学生上学放学
信息连通机制。要把校园及周边
环境作为预警学生欺凌行为的重
点区域，在复杂区域设立“校园
平安岗”、社校联动工作站，建
立社校联动预警制度。

《通知》 要求各地各校依法依
规处置学生欺凌事件。学校发生欺
凌事件或接到学生欺凌举报后，应
当在 10 日内对事件及时进行调查
处理，对事件是否属于学生欺凌行
为进行认定。当事人对学生欺凌事
件处置有申诉请求的，学校上一级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认真组织核查
或复查，并将处置情况在 15 日内
告知学校、家长和学生。

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由
学校对欺凌学生开展批评、教育。
情节比较恶劣、对被欺凌学生身体
和心理造成明显伤害的严重欺凌事
件，学校可邀请公安机关等单位参
与警示教育或对欺凌学生予以训
诫。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
罪的学生欺凌事件，处置以公安机
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为主。
对校外成年人采取教唆、胁迫、诱
骗等方式利用在校学生实施欺凌进
行违法犯罪行为的，公检法司等部
门将依法从重处罚。

向校园欺凌说不！
市教育局等9部门联合开展防范治理

本报讯 （记者王珏 沈孙
晖 奉化记者站严世君） 世界杯
掀起足球热，振兴足球从孩子抓
起。昨天上午，奉化 96 岁老人
林予栖向奉化区关工委捐款 50
万元，用于武岭小学发展足球事
业。在捐赠仪式上，11 名身穿

足球队服的小学生围在老人身边，
送上签了名的足球和小锦旗，老人
非常开心。

武岭小学是全国首批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试点学校。林予栖是萧王庙街道林
家村人，年轻时远赴台湾，退休后
回奉化老家居住。林先生在台湾曾
担任多年学校校长，对学生充满关
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希望孩
子们在运动中健康成长。”林先生
说，这次捐出自己的多年积蓄，就
想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一分力。

96岁老人为校园足球捐50万

本报讯（通讯员冯颖子 乐
科奇 记者黄合） 这两天，北仑
区春晓街道三山村村委会主任、
三山村双狮社党支部书记曹存良
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奔走在附近
的几个村社，为村民当起了水果

“销售员”和“送货员”。
书记为何“不务正业”？原

来，考虑到 8 号台风“玛莉亚”
影响宁波，果农老王上周六特意
跑来向曹书记求助：自家 40 多
亩梨已经成熟，不想台风说来就
来，万一风大雨大，“这可是我
们一家辛苦一年的收成！”

看 着 焦 急 的 村 民 ，“ 人 头

熟”的曹存良二话没说。街道机
关、附近企业、亲朋好友……凡是
认识的人，他都挨个问了个遍，短
短 3天时间，仅凭一己之力就推销
了 300多箱梨。同时，考虑到果农
来不及送货，他亲自上马，冒着高
温开着私家车四处奔波。

“我也没做什么。农民一年到
头种点水果不容易，希望尽量帮忙
减少他们的损失。”曹存良说。在
他的带动下，春晓街道的党员干部
纷纷响应，不仅你一箱、我两箱地
团购，还通过QQ群、微信朋友圈
等途径帮着吆喝，老王家的梨很快
卖完了。

书记为果农吆喝卖梨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
记者站邵滢 通讯员胡小芳） 昨
天中午，慈溪市政道路养护工人
郑林海和赵守朋来到该市建设集
团“爱心加水点”喝水。炎炎夏
日，来这里喝上一口水，休息一
下，是他们工作之余的一件开心
事。“有了这个加水点，我们再
也不用顶着烈日跑远路找水喝
了！”郑林海高兴地说。

今年，慈溪市“爱心加水
点”全面升级，除了数量增至
257 个外，服务对象也进一步扩
大。在高温季节，这些“爱心驿站”
为环卫工人、养护工人、城管、交
警、协勤等户外工作者提供加水

和休息场地，送上了清凉和关爱。
记者在慈溪城区某男装店外看

到，店门口设有一个遮阳篷，篷下
桌子上放着水桶、水杯、消暑药和
纸巾，还有供人们休息的椅子。自
2014 年 加 入 “ 爱 心 加 水 点 ” 以
来，每年夏天，这家店会免费为户
外工作者提供茶饮。

今年以来，慈溪市城管局加强
了与属地镇 （街道）、村 （社区）
和义工单位会员的沟通联系，鼓励
社会各界积极向户外工作者提供休
息场所，不断扩大“爱心加水点”
辐射范围。

“我们的目标是到 7 月底实现
中心城区市政主干道、次干道每
条路至少有 1 处‘爱心加水点’，
乡镇建成区市政主干道每条路至
少有 1 处‘爱心加水点’，让户外
工作者在相对较近的距离内加到
水。”慈溪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慈溪257个“爱心加水点”
为户外工作者送清凉

图为捐赠仪式现场。 （严世君 王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