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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一面马
不停蹄地考察公共钢琴的选址，一
面和老年大学的琴友们为 8 月 8 日
的第二届“丝路琴声”宁波国际钢
琴艺术节开幕式音乐会练习曲目。
最近，“公共钢琴”的发起者莫志
蔚老人的生活被音乐填充得满满当
当。昨天中午 11 时，刚刚从老年
大学结束排练的莫志蔚老人受邀来
到天一广场银泰百货东门店。

莫志蔚老人告诉记者，天一广
场一直是她心目中的“首选”之
地，希望公共钢琴能在最具地标意

义的购物广场为市民提供更多的音
乐享受。由于露天广场选址受限，
现在能有一架公共钢琴出现在距离
天一广场一步之遥的银泰百货内，
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早看到宁波日报、甬派关
于莫志蔚老人的新闻，我们单位的
领导层全票通过，表示支持莫志蔚
老人公共钢琴的创意。”银泰百货
有关负责人说。银泰东门店为莫志
蔚老人提供了两个选择，一处是一
楼临近商场西门的化妆品专区，出
入口直面天一广场，近 15 平方米
的区域足以放置钢琴、琴凳以及公
共钢琴的告示牌；另一处是商场二
楼的女装区域，空间更大，钢琴和

整个楼层的氛围十分契合。
走访之后，莫志蔚老人和她的

琴友们更倾向于第一个选择。“我
希望能放在一楼，客流量更大，也
更醒目，音乐爱好者不会错过这
里。再者，这里一出门便通往天一
广场，进出的客人都能看到。”在现
场，莫志蔚老人决定，要把第六架公
共钢琴放在银泰百货东门店一楼。

“‘老银泰’留下了很多宁波人的记
忆，钢琴放在这里很有意义。我家离
这里很近，以后我会常常来看看。”

银泰百货企划部负责人告诉记
者，钢琴入驻后，将由一层的楼面经
理负责，商场会在钢琴周边贴上醒
目的公共钢琴的标识，提醒顾客主

动使用、安全使用。之后，他们也会
发动集团内部“阿里公益”的力量，
围绕公共钢琴定期组织开展活动。

“我只是提了一个创意，真的
没想到这个创意得到了这么多的响
应，可能是因为这个创意说到大家
心里了。”虽然略显疲惫，但来自四
面八方的各个单位的邀请，让莫志
蔚老人十分欣慰。“我们宁波打造音
乐之城，需要更多的琴声响起。”今
天，莫志蔚老人将前往北仑，与海伦
钢琴商定公共钢琴的款式。届时，记
者将带来更多现场报道。

还有四架公共钢琴选址尚未落
定，你有什么建议？欢迎前往甬派
客户端报料告诉我们。

第六架公共钢琴选址银泰百货东门店
新 闻 追 踪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今年第 5号台风“丹娜丝”（热带
风暴级），于昨天 14 时在菲律宾
马尼拉东偏北方约 520 公里的西
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昨天 17
时，其中心位置在距离我国台湾
省鹅銮鼻东南方向约 660 公里的
洋面上，近中心最大风力 8 级，
七级风圈半径 200 公里至 380 公
里。“丹娜丝”将以每小时 15 公
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
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丹娜
丝”未来可能穿过台湾岛向福建
到浙江一带沿海靠近；也有可能
从台湾以东洋面转向偏北方向移

动，而后进入东海。
受其影响，预计 17 日至 20

日，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
南海东北部和南部、台湾海峡、
台湾沿海、广东东部沿海、福建沿
海、浙江沿海、长江口区、江苏沿海
将有 6 至 7 级大风，部分海域风力
8 至 9 级，阵风 10 至 11 级。预计 18
日至 20 日，台湾岛将有暴雨或大
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广东东部、福
建、浙江等地将先后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

随着梅雨带的离去，今明两
天，我市多云天气唱主角，气温
明显回升，多分散性降水天气。
根据预报，今明两天多云，局部
有阵雨或雷雨。19日到20日多云
到阴，有时有阵雨，21 日起晴热
天气为主。本周中后期最高气温
在 30℃以上，最低气温 24℃至
26℃。

台风“丹娜丝”向东南沿海靠近
对浙江将有明显风雨影响

本报讯 （记者傅仲楠） 7 月
13 日，本报报道了云龙镇石桥村
窨井恶臭污水直流河道一事，引
发关注。报道刊发后，云龙镇政
府高度重视，于 7 月 15 日派专人
前往现场查看，并制订了下一步
整改方案。

7 月 15 日，记者从云龙镇政
府城建办了解到，由于石桥村整
体地势较低，而污水管的水位较
高，从而引发了雨天污水外溢的
问题。目前，云龙镇已计划在该
窨井附近安装提升泵，把该窨井
周边区域的局部污水管水位降
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污水

外溢的问题。据悉，提升泵的安
装工作预计在两周内完成。

云 龙 镇 相 关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若想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
则需要将处理云龙镇污水的新周
污水处理厂的终端污水主管水位
降低，这项工作需要由鄞州区排
水公司对污水管进行改造。目
前，云龙镇已与鄞州区排水公司
进行协调沟通，后续方案还在讨
论当中。

关于提升泵的安装及后续工
作，记者将继续关注。

发现身边不文明，请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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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桥村将装提升泵
缓解窨井污水外溢
预计两周内完成，“治根”方案仍在沟通中

凌义斌

7 月 15
日 ， 来 自 鄞
州 区 综 合 行

政执法大队的消息，一名家装工
人日前因高空抛物被属地综合行
政执法中队立案查处，这在宁波
尚属首例。

正 常 行 走 在 小 区 里 、 街 道
上，突然有一件物品从天而降砸
在你的身边，等你回过神想找出

“罪魁祸首”时，却不知从何找
起，相信很多市民有过这样的经
历。

因高空抛物造成的人身、车
辆伤害事例屡见报端，也因此被
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有实
验证明,一枚 60克的鸡蛋从 4楼抛
下来就会让人的头部起肿包,从 8
楼抛下来就可以让人头皮破裂,从
18楼抛下来就可以砸破人的头骨,
从 25 楼抛下来可使人当场死亡。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高空坠

物的威力，你的随手一抛，就有
可能造成他人的无辜伤亡，这是
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高空抛物往往因为证据不足
成为“无头公案”。不少高空抛物
的受害者会选择自认倒霉，受到
惩罚的抛物者并不多。处罚缺
失，导致高空抛物者有恃无恐。

其实，高空抛物与危险驾驶
的危害性不相上下，不要等到发
生严重后果才进行处罚。惩治高
空抛物，不能以是否出现伤亡情
况为标准，只要是高空抛物，不
管是否有人员伤亡，都应该令抛
物者付出代价。

杜绝高空坠物，保障城市居
民的安全，是城市文明的底线和
生命线。处罚力度过轻，不利于
遏制高空抛物。只有采取更严格
的手段和更有效的方法，对高空
抛物者实施严厉惩罚措施，才能
真正杜绝高空抛物行为。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对高空抛物就应“零容忍”

7 月 15 日，宁波原水集团的
“亲水使者”志愿者们来到余姚市
鹿亭乡中村村，和当地联合开展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皎口水库是宁波人民的“大
水缸”，是目前向宁波供水的八
大水库之一。穿过余姚市鹿亭
乡中村村的小皎溪注入皎口水

库，通过管道输入宁波的千家
万户。

水源保护与垃圾分类息息相
关。特别是在水源地，实行垃圾
分类，不仅会减轻垃圾处理压
力，还可有效控制污染，降低水
源污染风险。

（刘波 顾芳晖 摄）

垃圾分类护源头活水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赵
蔚） 提到颈椎间盘突出，许多人会
认为这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病。然
而，在宁波市第六医院脊柱外科，13
岁的宁波女孩灵灵（化名）近期因此
接受手术。主刀的是该科主任医师
马维虎。他表示，从医几十年，还是
第一次碰到这么小的患者。随着生
活节奏的加快和电子产品的普及，
颈椎病发病人群已呈低龄化趋势，

腰酸背疼颈椎病等老年病已经悄悄
找上了年轻人甚至青少年。

近日，记者在病房见到了灵
灵。灵灵爸爸告诉记者，两年前，
灵灵就嚷嚷脖子又酸又痛，他们没
当回事。今年 5月起，灵灵发展到
四肢麻木无力，左半侧身体感觉不
到冷热，走路也不稳了。父母这才
将她带到医院，颈椎磁共振显示：
颈 3/4 椎间盘突出，颈 3/4 平面颈
髓变性。

上周，灵灵的爸爸慕名来到宁
波市第六医院脊柱外科，找到了主
任医师马维虎。7月10日，灵灵接
受了显微镜下颈椎微创手术。刀口
仅 2厘米，手术对正常组织结构影

响也很小。术后第一天她就能下床
了，不日即可出院。

灵灵之所以会得颈椎病，医护
人员认为，与脊柱外伤或长期不良
姿势有关。但这一推断却被父女俩
否认。爸爸说，灵灵从未受过脊柱
外伤，读写姿势也很标准，手机等
电子产品更是很少接触。

管床医生许楠健、护士长王小
舟对此哭笑不得：“很少接触手
机？我们每次换药、查房，小姑娘
都在低头玩手机！”

马医生表示，从检查来看，灵
灵确实没受过脊柱外伤，造成她小
小年纪就患上严重颈椎病的主要元
凶就是手机，“小孩子长期低着头

玩手机，颈部脊髓会出现慢性损
伤，而且恢复困难。”

马医生说，近年来，因为玩手
机导致腰酸脖子痛的孩子不少，随
着使用手机人群的低龄化，颈椎病
也开始出现低龄化的趋势，他在门
诊中经常遇到颈痛、腰痛的青少年
患者，追问病史，大多因为长期使
用手机所致。个别人跟灵灵一样需
要手术。前不久，有个 15 岁男孩
就因此接受了手术。

马医生建议广大家长，暑期一
定要约束孩子玩手机的时间，督促
孩子多参加有氧活动。尤其是不能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如果出现手指
麻木等可疑症状，应尽早就医。

13岁女孩颈椎间盘突出
颈椎病发病人群呈低龄化趋势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海消） 近日，海曙区消保委根据最
新受理的消费投诉发布消费提醒：
暑假是境外游高峰，广大海外游消
费者务必注意当地治安风险，提前
做好防范，出行时注意保留证据或
证明。

今年 5月中旬，王女士参团去
法瑞意旅游。回国前一晚，王女士
在法国巴黎自由活动中遭抢劫，不
仅随身携带的一只布包被抢走，四
肢也多处擦伤。损失包括身份证、
护照、现金 （欧元与人民币）、首

饰及信用卡等，随后信用卡还被盗
刷 690欧元，直接经济损失约计人
民币 1万元。所幸经导游尽力协助
补证，王女士如期跟团回国。

因参保《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
险》 和 《境 外 旅 行 紧 急 救 援 保
险》，回国后，王女士向保险公司
提出境外遇险的理赔申请。据悉，
该保单针对此例的理赔相关参照项
目为医药补偿和个人随身财产，现
金、银行卡盗刷均不在理赔范围。
其中随身财产虽可理赔，但需提供
购买发票和遇抢当地警方报案证

明。
因缺少相关证明，王女士最终

未能得到理赔。对此，她认为旅行
社负有一定责任，要求旅行社承担
补办护照费用与精神损失等，在协
商未果情况下，王女士向海曙区消
保委请求帮助。

经了解，事发当天导游曾作安
全告知，出事后领队也提醒王女士
尽快把信用卡挂失，但王女士误以
为有密码不可使用，导致后来产生
盗刷损失。当晚，当地警察局也通
知了王女士去做笔录，但因时间太

晚等原因，王女士又错过了。
“近年来，市民国外旅游遭抢

劫等意外事件时有发生，”海曙区
消保委相关人士根据这起投诉强
调，消费者购买保险时要清楚内容
及理赔要求，不能“一买了之”；
外出尽量不要携带大额现金，多用
银行卡，丢失后一定要立即挂失；
如遭遇盗抢第一时间报警，留取相
关证明资料，索要警方报案证明；
涉及护照等证件丢失等，联系使领
馆协助补办证件，必要时求助领事
馆保护。

出境旅游遭抢劫 被保险公司拒赔
海曙消保委提醒：出行时注意保留相关证据或证明

永丰西路上，这辆电动自行车上有 5个人，严重超载，且多数人未
戴头盔。7月 1日，《宁波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我市公安交
警部门对驾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集中整
治。即使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下，依然有人罔顾新规，拿生命当儿戏。

（刘 波 摄）

莫拿生命当儿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