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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几 年 ，
一言不合就分
手的夫妻越来

越多。一项数据表明，2018年宁波
有 17603 对夫妻选择离婚，虽较
2017年略低，但仍处于历史高位。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呈递增
趋势。“嫁鸡随鸡”“得过且过”
的观念逐渐改变，离婚不再是难
以启齿的敏感词，走出不幸福的

“围城”也是个人的自由选择。
现在的人都不想委屈自己，

当发现两个人之间有问题的时
候，不是去想怎么解决问题，而
是马上想到分手，还有更好的等
待着自己。这一段婚姻遇到问题
不愿解决，却期待下一段婚姻一
帆风顺，这无疑是不对的。

婚姻出现裂痕往往不是因为
“三观”不合、爱意变淡等因
素，而是因为小习惯、小抵触等

鸡毛蒜皮的事儿，铢积寸累地冲击
着双方忍受的极限，然后一时冲动
就将婚姻搅得支离破碎。许多人都
羡慕天长地久的爱情，羡慕白头偕
老的夫妻，可是自己又对自己的爱
情付出了多少呢？

婚姻出了问题，男女双方都有
责任。好婚姻都是经营出来的，很
多时候婚姻出现危机，不是不爱
了，而是爱得不够，没能好好经
营。婚姻中出现问题不可怕，关键
是要学会处理和化解，夫妻双方要
学会包容、理解、改变和共同成
长。男人和女人由于性别、爱好、
对生活的需求、所追求的目标存在
差异，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肯定会有
许多磕磕碰碰。婚姻学会了经营，
才是永久的保鲜之道。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对美
好生活至关重要。经营好一段婚
姻，需要一个家庭的共同努力。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幸福婚姻需要双方用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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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潘旭红） 负离子水发生器、热
电子发射式负离子水和臭氧发生
器 、 燃 烧 法 二 氧 化 碳 发 生 装
置、用温度计式传感器的限温
保温电热器……这 4项高大上的
发明专利来自 85 岁的宁波二中
老校友孙友谊。此外，他还有 7
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多项专利
在质审中。他一直奔走在发明路
上……

1953 年，孙友谊从宁波二
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
后因病休学返乡任教。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振兴工业热潮中，他
来到宁波甬美毛针织有限公司生
产技术科上班。工作中，他发现
羊毛衫染色制作中排放废水污染
附近河流，危害健康。怎样运用
物理和化学知识科学治理水污
染？数十年的坚持，让他获得多
项与水相关的发明专利。

有机合成一度蓬勃发展，但
有不少致癌或疑似致癌物溶于水
后难降解。孙友谊决心去除有机
毒物，净化水质。20 世纪 80 年
代末，他在查读《电凝聚法》小
册子后，做了一个实验：注清水
于小烧杯内，投放一些酸性黑染
料，使小烧杯内如同墨汁一样，
然后，用两根 1号电池的石墨芯
作为阴、阳电极，用六节 1号电
池作电源。当电路接通，瞬间烧
杯内变得晶莹剔透，酸性黑染料
居然被降解了，他找到了降解有
机毒物的门路。

孙友谊的许多发明和环保息

息相关。2015 年，他发明的“应
用羟基自由基高离解负离子水消毒
装置法”被评为浙江省“五水共
治”优秀合理化建议奖，获得宁波
市“五水共治”职工合理化建议优
秀金点子奖。今年，宁波一家公司
利用孙老的专利制造了环保杀虫杀
菌喷雾机样机，并成功面世。

“我今年 85岁了，这把年纪不
求名不求利，只想报答社会、造福
百姓。”孙老道出了他的两个牵
挂：一是希望被“伯乐”相中，让
更多专利成果转化为产品。据悉
已有多家公司与他合作。二是希
望把很多存在他脑中的金点子传
授给母校的学子，并申请集体专
利项目，激发母校学子的科研兴
趣。他还建议母校成立二中校友
绿色研究所。

也许，二中的同学们下学期就
会经常看到这位老学长为他们启发
科学智慧，启迪人生理想。

多年痴迷发明
耄耋老人有两个牵挂
一是更多专利成果转化为产品；二是把金点子
传授给母校宁波二中学子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夏
亚萍 马蝶翼） 低温、下雪，随着寒
冬到来，各大医院的儿科门诊人满
为患。来自市妇儿医院的门急诊统
计数字：上月 31 日，2441 人次；1 月
1 日，2794 人次；1 月 2 日，2242 人。
就诊患儿明显较前段时间增加。

昨日上午，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儿科门诊候诊室人头攒动，到处挤
满了抱着孩子的家长。“呕吐、腹
泻、发热、流涕、咳嗽全摊上了，
孩子不舒服，大人也受罪。”鑫鑫
妈妈周女士苦着脸说：“除了我家
宝宝，最近班级里天天有人请假，
多的时候一天请假10人。”

据了解，近期该院儿科门急诊
及住院小病号明显增多，医院儿科
日均门急诊量为 450余人次，较前
段时间增加40%左右，儿科住院部
两个病区人数都爆满，小儿住院需

提前预约床位。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王

耀东介绍，受近期低温冰冻天气影
响，哮喘、轮状病毒、流感等呼吸
道疾病患儿明显增多。哮喘发作患
儿人数比平常增加了三倍多。轮状
病毒、流感病毒繁殖较快，常在家
庭成员、同班同学、人群聚集的公
共场所发生交叉感染。患者中，又
以婴幼儿为甚，由于婴幼儿抵抗力
弱、呼吸道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容易蔓延至下呼吸道，加重病情。

昨日中午 12 点多，市妇儿医

院急诊科主任陈亚萍刚刚结束急
诊，一上午接诊 50 多个小病号，
令她疲惫不堪。陈主任介绍，受低
温影响，这几天小患者较前段时间
明显增多，多表现为发烧、咳嗽，
得肺炎的也不少。不过，尽管医院
里小患者扎堆，但跟去年流感大流
行时候相比，今年的情况要好许多。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王
耀东对此建议，口服轮状病毒疫
苗、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轮状病毒
和流感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上述疫
苗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病毒的健康
人。据了解，我市流感疫苗、轮状
病毒疫苗、肺炎疫苗已纳入城镇职
工医保历年结余账户可支付目录，
如果市民的医保历年账户上有结
余，可以用来支付疫苗费用，同
时，也可支付配偶或近亲属的疫苗
接种相关费用。

低温冰冻，不少孩子扛不住啦
市妇儿医院日门急诊量突破2000人次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石新雨 沈晨舒）“小周啊，
我家厨房的管道好像又堵了，你
能来看一下吗？”前晚，家住海
曙区望春街道春城社区兴发新村
的周泰接到同小区朱阿姨的求助
电话。跟往日接到求助电话一
样，周泰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拿了
设备匆匆出门往朱阿姨家里赶。

周泰今年 48 岁，是兴发新
村睦邻志愿队的一员，他和妻子
梁宝娣是队里唯一的一对“夫妻
档”，也是队里的首批成员。从
2013 年开始，夫妻俩义务为居
民修水电、修管道、修门窗，上
门服务次数不下200次。

“我们小区没有物业，老年
居民多，遇到家里漏水、电器坏
了，他们心里特别着急，咱们能
帮一点是一点，这真没什么大不
了的。”周泰说，远亲不如近
邻，邻里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
的。正是因为这个想法，2013

年，当社区要组建志愿团队时，周
泰拉着妻子一起报了名。

5 年来，周泰和妻子义务为邻
居修修补补，参加小区夜巡队，帮
忙照看老人小孩……虽然居民遭遇
的是漏水、电器故障等小事，但是
件件是烦心事，而周泰来了之后，
很多麻烦迎刃而解。2018 年年中，
小区 27 幢有个楼道下水总管道堵
塞，导致 6 楼和 5 楼两层楼居民家
厨房的水漫入 4楼居民家里，居民
找了好几个维修工，期望找到漏水
源头，都无功而返。最后他们请来
周泰，他一次次上门排查，终于找
到了根源，将漏水问题解决好了。

周泰的妻子梁宝娣不仅非常支
持丈夫，自己也是乐此不疲做志愿
者 。“ 快 去 吧 ”“ 帮 人 家 弄 好 了
吗？”“放心吧，马上来”是她常挂
在嘴边的。作为楼道小组长、夜巡
队队员，她除了紧盯小区安全、环
境卫生等外，还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宣传、看望独居老人等，每天忙得
不亦乐乎。

“邻居之间，能帮忙就多帮忙
些。小区是我家，人人都要爱她，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心，小区就
是温暖的大家庭。”梁宝娣说。

邻里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海曙一对“夫妻档”五年志愿服务乐此不疲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范
奕齐） 昨天，我市生活垃圾分类领
导小组办公室传来消息，2019 年
新年伊始，江北区生活垃圾分类转
运站正式运转了，这也标志着我市
世界银行垃圾分类项目五年期内的
基础设施已全部建成投用。

宁波是亚洲地区唯一由世界银
行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开展垃圾分
类的城市。项目从2013年7月启动
至 今 ， 中 心 城 区 667 个 小 区 共
39.75 万户居民家庭参与了生活垃
圾分类，覆盖面达 89.5%，市民垃

圾分类知晓率达90.9%。
宁波市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

环利用示范项目是宁波市与世界银
行合作开展的重大民生工程，总投
资 15.26 亿元人民币，其中世行贷
款 8000 万美元。实施范围为宁波
中心城区，主要为“三厂六站”建
设，居民家用和小区垃圾分类容器
及垃圾袋、垃圾收集车辆配备等。

经过大力推进，高标准建设的
“三厂”：宁波市厨余垃圾处理厂、
宁波市餐厨垃圾处理厂和海曙区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都已建成并开始

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我市还成
立了浙江省首个有机废弃物处理技
术重点实验室，开始从行业长期科
学发展上谋新篇。

据了解，我市新建的六个生活
垃圾中转站，全部采用自动化控制
系统，从垃圾车卸料、垃圾压缩、
转运装车，全部自动控制，机械操
作，远程监控。与传统垃圾中转站异
味大、有扰民情况不同，新建中转站
均采用了地下与地上建筑相结合的
模式，各车间均配备除臭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新建生活垃圾

中转站都“食量”惊人。如江北生
活垃圾转运中心设计处理量为 790
吨/日。而目前尚在运行的 7 个江
北区小型垃圾中转站总处理量也只
有500吨/日。

此外，启动于 2017 年、为期两
年的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
建设基本完成。建设覆盖 7个辖区，
涉及32个街道、114个社区，共新建
改建垃圾房 868 个，改造投放点位
9603 个，有效改善了社区垃圾投放
环境，成为我市垃圾分类基础设施项
目里市民最有获得感的一项内容。

垃圾分类基础设施

“三厂六站”全部建成并投用

本报讯 （傅仲楠 傅钟中）
“电话亭为何建在绿化带中间？打
电话居然必须践踏绿化带！”编号
为“15308”的网友在中国宁波网
民生 e点通问政平台反映了江北天
水广场的一桩怪事。

第二天，宁波电信公司回复：
该公用电话亭建设在前，绿化设施
建设在后。而且，作为广场公用设
施的一部分，公用电话目前能够正
常使用，故暂不拆除。

昨天，记者来到江北天水广场
实地探访。结果发现，该广场五个
公用电话亭，竟有三个建在绿化带
中。在广场南侧绿化带中，记者找
到了网友反映的那个公用电话亭，
并亲历：如果要使用公用电话，必
须先踏过草坪，再“钻”入狭小的
绿化带中。记者看到，这一公用电
话亭前的草坪已经裸露出黄土。而
在电话亭旁的充电桩上，还贴有

“请不要践踏绿地”的提示标语，
落款是天水广场管理处。

与这一公用电话亭的情况相
同，广场周边还有两个公用电话亭
位于绿化带内，而公用电话亭前的
草地同样因不堪践踏而泥土裸露。
记者使用了这些公用电话，发现均
可正常使用。

在问政平台上，这一投诉引发
围观。有网友将该问题再次递交给
江北区，并追问：按照宁波电信公
司的说法，是先有公用电话，后有

绿化带，请问这个绿化带是谁建设
的？建设时为何没有考虑到已经存
在的公用电话亭？

“分开看谁都没毛病，但放在
一起就出了问题。”网友“菱纱”
跟帖称，市政建设是个复杂的工
程，各部门不应“各自为政”，建

设前一定要充分沟通，以免出现类
似的尴尬。网友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早日解决这一问题，并别再发生

“让市民‘踩’着绿地打电话”的
情形了。

该问题现已被江北区受理。记
者将继续关注。

发现身边文明或不文明，请您
通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

天水广场绿化带“吞掉”了电话亭
网友吐槽：市政建设岂能各自为政

电话亭前已经裸露泛黄的草地。 （傅仲楠 摄）

黎 民

一边是公用电话亭位于绿化带
内，一边告诫市民“请不要践踏绿
地”，这样自相矛盾的怪事，真让人
啼笑皆非。

看着电话亭不能进去打电话，
电话亭成了摆设，浪费了公共资源，
这是什么事儿？老百姓不管是电信
部门先建，还是市政部门先建，反正
都是“公家”建的，做出这种各自为
政、自相矛盾之事实在太不应该了。
为何后建的单位不好好规划一下？
即使前面建的违反了规划，也可协
商沟通一下，把电话亭挪个位置，到
底是什么意识在作祟？

现在全市上下高度重视城市精
细化管理，提出要像绣花一样管理
城市，公用电话亭位于绿化带内的
这件事说明，我们城市精细化管理
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不要再闹出这样的笑话了。这
不仅是在出自己的洋相，也是在出
宁波文明城市的洋相！

不要再闹出
这样的笑话了

短 评

昨天上午，东方旭升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在宁海县梅
林街道兰丁村，为因病致贫的退伍
军人丁云伟 （下） 家免费安装太阳
能光伏板。

为帮助因病致贫退伍军人家庭
脱贫，该公司投资 120多万元，计
划3年内为当地30多户军人家庭免
费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按每户每
天平均可发电 17 度计算，与国家
电网并网后，除自用外，多余的电
量以每度0.42元的价格被国家电网
自动收购，加上目前各级政府执行
的补贴政策，每年可为每个家庭增
加四五千元的收入。

（李江林 胡余灶 摄）

光伏扶贫

孙友谊把专利证书捐赠给母
校。 （蒋炜宁 潘旭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