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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马
蝶翼） 近日，宁波市妇儿医院新生
儿重症监护病房 （NICU） 再次创
造生命奇迹，经过该科医护团队 3
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及护理，出生时
胎龄只有26周，体重630克，身长
才 28厘米的“袖珍婴儿”，如今能
自主呼吸会自己进食，体重 2600
克，达到正常出生孩子的体重范
围，终于回到妈妈温暖的怀抱，回
归家庭。

据悉，这是目前浙东地区出生
体重最轻的超早产儿，也体现了市
妇儿医院超低体重儿救治技术已达
国内先进水平。昨天，这名“袖珍
婴儿”的父母抱着出院 1个星期的
女儿来到市妇儿医院复诊，并对医
护人员表示感谢。

100 天前，市妇儿医院 NICU
接到产科紧急电话，有一个胎龄仅
26 周的宝宝要出生了。虽然准备
工作充分，但当体重只有 630 克，
插着一根直径只有 2毫米粗的气管
插管的超早产儿宝宝被送入 NICU
时，大家都不禁深吸一口气。吸
痰、接心电监护仪、接呼吸机、找
血管开通静脉通道……对着这个该
院有史以来体重最轻、无法用肉眼
观察甚至无法用触觉感知血管的袖
珍宝宝，医护人员只能谨慎又谨
慎。宝宝实在太小了，只要血压有
微小波动，就可能造成宝宝颅内出
血。

630 克的宝宝，全身的血容量
只有 60 毫升，大概就是成人喝的
一口水而已。每天输入宝宝体内的
各种液体，不但精确到微克药物剂
量，零点几毫升液量，更是严格要

求输液速度匀速进入，控制每小时
输入量。刚开奶时，宝宝胃容量极
小，而且胃消化能力及胃动力差，

每次喂奶只能将零点几毫升的奶，
隔几小时从细小的胃管打入。每次
0.5 毫升奶量的微量增加，每 2 小

时一次生命体征记录，点点滴滴，
倾注了医护人员的心血。

尽管医护人员无微不至地加以
监护、治疗，但由于宝宝本身器官
发育不成熟，身体孱弱，免疫功能
低下，宝宝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了并
发症——呼吸暂停、再发感染、支
气管肺发育不良……那天，宝宝出
生已有 40 多天，监护仪突然发出
紧急报警声，医生紧急检查，发
现宝宝活力不如之前，而且听诊
肠鸣音不明显。宝宝的状况引起
了医生的警惕，虽然尚未出现明
显腹胀、吐奶等现象，感染指标
也在正常范围，但医生凭着多年
对新生儿救治的经验，考虑感染
指标出现异常结果可能会滞后，
及时使用了抗生素。在随后的复
查中，指标果然明显上升，而且宝
宝也出现了血便。据介绍，新生儿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死亡率最高可达
30%，幸亏医生抢救及时，宝宝逃
过一劫。

在救治团队的努力下，“袖珍
婴儿”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生死关。
让医护人员欣慰的是，宝宝出生时
脆如豆腐一样的脑组织，没有出现
颅内出血等病灶，甚至出院前头颅
磁共振检查显示宝宝大脑结构发育
已近似足月宝宝。

据 NICU 吕勤主任介绍，该
宝宝是目前浙东地区救治的体重
最轻的宝宝，也是国内救治体重
最轻的早产宝宝之一。随着高龄
高危产妇的增多，“微型”早产
宝宝也越来越多，救治难度越来
越 大 ， 出 院 后 的 随 访 任 务 也 更
艰巨。

出生时体重仅630克，100天后长到2600克，回归母亲怀抱——

生命奇迹!“袖珍婴儿”活下来了

这是浙东地区目前出生体重最轻的超早产儿。 （马蝶翼 摄）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支倩君）“一大早，社区的工
作人员就领了好多志愿者来我这
里帮忙采收芹菜，没有社区和大
伙儿的帮助，我的芹菜不会这么
快就卖完。”昨天，87 岁的北仑
区小港街道下邵社区五盟村村民
戴瑞友终于松了一口气。

戴瑞友是五盟村的困难户，
妻子今年 73 岁，患有一级精神
残疾，没有劳动能力，生活上还
需有人照看。除此之外，戴瑞友
的一个儿子前几年精神也出现异
常，失去了工作能力。家里生活
举步维艰。

戴瑞友告诉记者，往年芹菜
上市的季节，自己每天都会起个
大早，采收好芹菜，蹬着三轮
车，到附近的菜市场售卖。而如
今自己年岁已高，体力一年不如
一年，蹬三轮车也越发吃力，可
是田里还有 500多公斤的芹菜等
待采收销售，实在让他一筹莫
展，只能向社区求助。

下邵社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
刻组织志愿者、餐饮企业帮忙采收
销售。昨天，一篇《八旬老伯社区
求助，五百多公斤芹菜待售》的求
助信息经社区微信公众号推送后，
迅速在微信朋友圈热传，并引起了
一场爱心接力。

“我们要 5 公斤。”“给我们留
10 公斤。”……昨天一早，下邵社
区订购爱心芹菜的热线就响个不
停，单位食堂、餐饮公司、公益社
会组织等爱心单位和热心人士纷纷
打来电话订购芹菜。短短半天时
间，500多公斤芹菜被订购一空。

记录下一笔笔订单后，下邵社
区工作人员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
社区党员、小港学达小学师生以及
热心村民等 20 多位志愿者赶往戴
瑞友的芹菜地。采收芹菜、去除黄
叶和杂草、清洗根部的泥土、称
重，最后按照 5公斤一捆现场处理
好芹菜……志愿者分工有序，在菜
地里忙得热火朝天。下邵社区党支
部书记徐龙海告诉记者，经过一天
的忙碌，500 多公斤芹菜目前已全
部采收完毕。

“学校认购了 200公斤芹菜，还
组织师生帮忙采收。这是一次生动的
德育课。”学达小学校长胡海波说。

八旬农民去社区求助
500公斤芹菜半日销完

为倡导诚信经营，创造和谐消费环境，昨天，鄞州明楼街道和丰社
区与区市场监督局联合举办了一场“诚实守信文明经营”知识竞赛活
动，辖区企业的参赛选手踊跃抢答。 （丁安 林萍 摄）

诚信知识竞赛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颜杰 蔡俊）从 2016 年，宁波
开始大力推进烟感报警器的安装
使用，截至目前，全市已安装 41
万个。不过，市面上各类烟感报警
器五花八门，价位也是高低不一，
效果究竟如何？

昨天上午，市消防救援支队
做了实验：网购价格在 7.8 元至
130 元不等的 8 个不同类型烟感
报警器，进行了实验，结果 6 个

“阵亡”。
在一房间内，实验人员安装

好第一批 4 个烟感报警器后，点
燃发烟片。几分钟后，屋内已是浓
烟滚滚，但仅有一个烟感报警器
及时发出了警报声，并且将相关
预警信息推送到了联系人的手机
上。

实地测试“灵敏度”结束后，
实验人员又将这批烟感报警器带

往实验室进行精密检测。结果显示，
8 款产品中有 2 款直到烟雾浓度达
到 2.0dB/m（注：烟雾报警的灵敏
度，一般用dB/m来表示，数值越小，
表示灵敏度越高）也没有报警；有 2
款不符合国家标准，一个灵敏度约
为0.25dB/m，一个约为0.70dB/m。

“符合国家标准的灵敏度，应在
0.05dB/m- 0.2dB/m 之 间 。小 于
0.05dB/m，灵敏度太高容易误报；
大于 0.2dB/m，则可能无法在第一
时间报警。”实验人员告诉记者，如
何界定烟感报警器是否合格，报警
的分贝值也是一个重要标准。他们
又对“灵敏度”合格的 4款烟感报警
器进行了检测。结果 2 款报警的声
音较轻，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

“有研究表明，家中安装烟感报
警器，火灾生存率能提高50%以上！
这东西不贵，百元左右，建议大家在
家中安装一个。”实验人员说，不同
品牌的烟感报警器外观和参数不尽
相同，不过市民选购时一定要注意
该产品是否取得 3C 认证。另外，价
格过低的烟感报警器最好不要购
买，很有可能存在各种问题。

8个烟感报警器 6个不靠谱
买烟感报警器一定要看是否有3C认证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秦羽）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
进，建筑、装修垃圾也必须要分类
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理。3 月
12 日，在高新区滨江花园小区，
全市首个建筑垃圾堆放箱体在高
新区试点落地并进行了第一次建
筑垃圾清运，处理建筑垃圾变得
更加方便。

为了解决小区内现有建筑、
装修垃圾场地扬尘，堆放管理不
到位等问题，高新区与宁波供销
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引
入了建筑、装修垃圾堆放箱体，进
一步规范高新区各小区建筑、装

修垃圾收运。
据了解，该箱体为全封闭箱体，

在小区内使用可以保证建筑、装修垃
圾堆放点位整洁、无扬尘，而由于箱体
体积小巧，更能方便运输车辆出入地
下停车场。当箱体内建筑、装修垃圾满
后，可以利用液压装置将箱体拉起。

箱体的收运是以箱换箱的模
式，不影响收运，也不影响小区建
筑、装修垃圾分类投放。收运的车辆
则装有 GPS 定位以及满箱自动感
应功能，对建筑、装修垃圾的去向以
及垃圾量可以做到严格的管控。

目前，除滨江花园小区外，高新
区多个小区正在协商落地点位事宜。

我市首个建筑垃圾堆放箱体
在高新区试点落地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薛丛川） 近年来，中小学生的视力
和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昨天下午，鄞州区教育
局、区卫生健康局、区慈善总会共
同成立鄞州区中小学生视力健康促
进中心、鄞州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促进中心及鄞州区中小学生“健康
成长护航工程”基金。

据悉，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牵
头成立区域性青少年视力防控项
目，这在全省还是首家，将惠及鄞
州区12万名学生。

中小学生“健康成长护航工
程”基金由鄞州区教育局、区卫生
健康局、区慈善总会、爱心企业共
同投入 500万元建立。基金设在该

区慈善总会，专项保障鄞州区中小
学生视力健康促进中心、鄞州区中
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中心的运作，
用于全区学生视力和心理健康的筛
查建档、教育培训、咨询干预、相
关设施设备及软件开发等。

中小学生视力健康促进中心设
在鄞州人民医院。鄞州人民医院总
负责组织视力检查流程，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卫生院） 及校医配合参
与，每年在春季和秋季对中小学生
进行二次视力普查，并建立学生视
力健康电子档案，形成全区青少年
视力健康大数据，在学生每学期素
质报告单中列入本次及上次视力检
查结果，以引起学校、家长的关注
和重视。

需要进一步检查治疗的学生，
家长可凭证明到鄞州人民医院眼科
中心进一步规范诊治，首诊可免除
挂号费，并给予学生免费检查套
餐。

此外，通过大数据分析，出具
年度全区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分析报
告，综合施策，有效干预，科学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鄞州区还将学
生视力情况纳入政府考核。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中心设
在鄞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它开
发心理健康促进信息平台；建立学
生心理档案，每年对中小学生开展
心理健康基线调查，并录入系统；
开发适合鄞州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监测预警模型，对学生实施动态评

估；通过预警模型，在全区中小学
逐步部署分级、分类开展心理干
预；出具学生心理健康白皮书。

此外，还将建立一支能够快
速干预的应急响应队伍；组织开
发适合不同学生、不同年级的心
理健康教育干预课程，为分类干
预提供支持；提升学校心理辅导
能力，每年组织一次高水平的心理
健康培训。

“学生的身心健康比考试分数
更重要，学生的生命成长比升学更
重要。”鄞州区教育局局长王建平
说，加强中小学生近视防控和心理
健康建设，建立多元的筛查建档、
教育培训、诊治干预机制，有利于
促进全区青少年健康成长。

鄞州每年投500万元建立“健康成长护航工程”基金

呵护12万学生视力和心理健康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江
山宁 施大卫） 昨天上午，宁波海
关在北仑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对
2.35吨不合格进口食品进行集中销
毁，产品涉及河粉、方便面、杂粮
米粉等，主要来自越南、日本、德
国等国家。据介绍，不合格原因主
要为含有未经准入的动物源性成
分、营养元素不符合国标要求等。

据宁波海关统计，去年宁波口
岸进口食品总额达27.1亿美元，同
比增长 9.4%，主要进口品种为海
产品、乳品、酒类、肉类等，主要
来源地为澳大利亚、巴西、美国、
欧盟、东盟等。

“宁波口岸进口食品总体质量
保持稳定，但并不是所有进口食品
都如消费者想象的那么高品质，仍

存在部分货物不符合我国法律法规
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情况。”宁波
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宁波口
岸进口食品、化妆品检出不合格并
监督退运销毁 157 批次。主要不合
格产品为糕点饼干类、酒类、饮料
类、糖果类、乳品、粮食及其制品等。
检出问题主要为无输出国家（地区）
官方证书、食品添加剂超标、标签不

合格、过保质期、产品未获准入等。
为了把好“食品安全关”，宁

波海关去年共抽样检验进口食品、
化妆品样品 3007 个，获得检测数
据 13985个；主动参与宁波市“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助力宁波下属 7个区县 （市） 获评
首批“浙江省食品安全县（市、区）”。

宁波海关负责人也提醒消费
者，在选购进口食品时，要认准有
中文标签、有海关签发的检验检疫
证明、在海关总署准入名单里面的
商品。

我市集中销毁2.35吨不合格进口食品

昨日下午，孙文英小学布
政校区举行数学节狂欢活动。
π奶油星际杯、数字谜语、时
间小主人、数学精灵等一系列
数学元素活动轮番进行，让孩
子们在边玩边学的氛围中感受
数学魅力。

（刘波 王超 摄）

狂欢在
数字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