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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追 踪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王董 胡航宇） 昨日，江西省应急
管理厅通报了当地靖安县吕阳洞

“驴友”被困事件——暴雨导致山
洪，283 人被困，其中 4 人遇难。

“这个教训警示我们，山间游玩莫
忘安全！”消防部门介绍，前天下
午我市也有两起类似的被困警情，
所幸处警及时，最终化险为夷。

前天下午3点24分，受强降雨
影响，余姚大隐小九寨沟景区附近
发生山洪，导致 6 名上山避暑游玩
的“驴友”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
后立即赶去现场，看到 6人被困在

一条十多米宽的“河”的另一边。
原来，他们游玩时天突然下起了小
雨，于是躲到一座小凉亭里避雨。
谁料雨势瞬间变大，仅 10 分钟，
面前的小溪就成为山洪。

救援人员试图建立一条简易索
道来通行，无奈对岸没有安全牢固
的绳索固定点。此时仍然暴雨如
注，山洪来势汹汹，稍有不慎就会
有被冲走的危险。救援人员寻求当
地村民协助，有人告诉他们另有路
能到达被困者的位置。就这样，村
民带着救援人员绕了远路，在一处
浅滩蹚了过去，又翻过了一座山，

在天色渐暗时到达了目的地。最
终，救援人员接上了被困者，带着
他们原路返回，前后历时 3个多小
时……

前天下午，海曙也有类似的救
援警情。当地消防部门接到一群众
报警，称他被困在“河”对岸了，
地点就在横街镇爱中村溪下水库
旁。救援人员赶到时，情况与前面
的案例差不多，所幸这里有可靠的
绳索固定点。后来，救援人员利用
抛投器，将绳索一端发射至对岸，
并由被困男子将其绑在了树上。简
易索道建立后，救援人员便从绳上

横渡，过“河”救人。当晚 6点左
右，他们成功将被困者救了出来。

事后获悉，被困男子和亲朋好
友来此烧烤，突发暴雨导致小溪水
位迅速上涨，变成了山洪。其他人
都去躲雨，他回到原处拿衣物，结
果 被 困 了 。 他 尝 试 过 独 自 过

“河”，无奈水流湍急，最终只能向
消防部门求助。

高温天回归，常会出现这样的
情景：前一刻艳阳高照，下一秒可
能就是疾风暴雨。此时，在山间游
玩的市民，一定要注意安全，溪水
会骤间变山洪。

溪水骤变山洪，山间游玩莫忘安全
前天发生两起“驴友”被困事件

近日，在鄞州人民医院血液学
实验室里，来自百丈街道中山社区
的小学生和部分“小候鸟”在专业
人员的带领下参观血液检测自动化
流水线，从血液检测全智能化操作
的过程中体验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和
安全能力，消除对血液学实验室的
神秘感。

（丁安 李斯 摄）

小朋友参观
血液检测

本报讯 （记者石景 钟海雄）
“五颜六色的水流进附近水渠后，
不仅会流进附近农田，还流到了村
口的小河中。”近日，网友“上
沈”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群众
留言板发帖反映，江北区慈城镇岭
下村有工厂向附近的水渠中直排污
水，该厂只在深夜时才开工。

上周末，记者前往现场探访，
获悉这家工厂位于该村东北角的一
排小屋里。

沿着一条碎石小路，记者找到
了这家工厂。当时，工厂大门紧
锁，里面没有开工，但透过窗户可
以看到黑黝黝的工厂内堆放着大量
机械设备，设备上沾满油污。

“怎么突然不开工了？那货物
怎么办？”工厂门口，一位开着小
货车的司机与另一个人小声嘀咕起
来，看到记者后警觉地走开了。

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家工
厂多年来一直往外排污，但不知为
何，最近几天突然关停了。

记者看到，该工厂的南侧围
墙外，一条排水管从工厂内伸入
墙角的水沟，这条水沟又连接着
附近稻田旁的水渠，水沟里已满
是淡白色的油腻物质。在工厂北墙
外，有 5个圆桶随意堆在墙边，地
面上能看到大量黄褐色污渍。在随

后的采访中，记者被 5名男子驱赶
出了该区域。

“水渠里的水变得五颜六色，
已经半年多了。一旦碰到下雨天，

水满上来后很容易看到水面上有彩
色的油污。”一村民向记者诉说担
忧，“这样的水流到农田里，种出
来的庄稼吃下去肯定对人体有害”。

昨天，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江北
慈城分局在帖文中进行了回复：在
五湖村岭下共排查出 4 家生产企
业，均租赁村里个人用房进行生
产，存在违章建筑或违法用地等问
题，且生产项目均未经环保部门审
批。其中，涉嫌排放含油废水的是
宁波市江北景昇磁性材料有限公
司，该企业主要从事磁性材料生
产，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切削油。由
于近日连续暴雨，该企业隔油池水
位暴涨，部分含油废水流入了农田
水沟。另外 3家生产企业分别是宁
波壹昊橱柜有限公司、五湖村董叶
军货架加工点、五湖村谢国林台盆
加工点，现场检查发现，这 3家企
业都有未经处理排放废气的行为。
其中，使用油漆的是五湖村董叶军
货架加工点。

该局表示，执法人员已会同
五湖村村委会做好油污收集处理
工作，向农田水沟放置吸油毡、
吸油棉。同时，该局还对以上 4
家企业进行立案调查，并下发违
法行为改正通知书，责令立即停
止违法行为。

慈城岭下村工厂的排污行为能
否得到有效制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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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渠“五彩斑斓”已有半年多

慈城岭下村企业污水直排农田河道

刘云海

鄞 州 人
民医院出了

个护士“发明家”，短短 3 年间，
获得了 4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她就是该院 ICU 护士郭丽芬。读
罢 7 月 22 日 《宁波日报》 民生版
的这则新闻，笔者深感钦佩。

护理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职
业，按理说，护士只要尽心尽责
做好本职工作，任劳任怨为患者
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便已是受
人称道了。但郭丽芬在做好自己
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常常利用业
余时间思考、制作一些小发明，
用于创新护理工作，提升护理质
量，服务患者，这就更加难能可
贵了。

用心，就能在发现中创新发
明，无论是具有手电照明功能的

瞳孔测量器，还是转盘式针剂药
盒，在凝聚着郭丽芬智慧和心血
的同时，更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
方便。一个小小的发明，彰显的
却是浓浓的爱心，也正因为心中
有爱，方能手下有技巧。

尽管和专业的发明相比，这
些小发明还有一定的差距，但这
种敢于创新、善于思考的精神无
疑令人敬佩。也正是无数这样的

“草根”发明家，从各个方面提高
了我们的生产效率，让人们从繁重
的劳动和无数的烦恼中解放了出
来，造福了许许多多的需求者。社
会需要更多这样的“草根”发明家，
这样的发明虽然谈不上有多大的
轰动效应，但只要能推动某个方
面的进步和发展，这样的“草
根”发明就值得肯定，也是多多
益善的。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草根”发明多多益善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王锋 姚璐璐） 今年宁波雨水丰
沛，城郊的山坡和景区野生蘑菇
随处可见。昨日，宁波市疾控中
心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有一些野
生蘑菇有毒，万万不能吃，宁波
今年已发生了多起食用野生蘑菇
中毒事件。

林女士和她的丈夫就因为吃
了一盘野生蘑菇，双双中毒险些
丧命。回忆起几天前在山上采的
一堆野蘑菇，夫妇俩后怕不已。

那天，趁着天气好，林女士
夫妇俩去山上玩。看到有人在摘
野生蘑菇，听说这些野生蘑菇很
鲜很好吃，林女士便也摘了许
多。回家以后，林女士把这些野
生蘑菇炒了满满一盘，和她的丈
夫一起享用，两人差不多将这盘

蘑菇吃了个光。
3 个多小时后，夫妻俩感觉

肚子疼和恶心。症状刚出现的时
候，林女士以为是自己受了凉，
吃坏了肚子，睡会儿就没事。不
承 想 ， 一 直 熬 到 第 二 天 凌 晨 1
点，夫妻俩的症状不但没有减
轻，反而越发严重，甚至开始呕
吐不止。她的丈夫的症状相对轻
一些，见情况不妙，便立刻拨打
了 120，夫妻俩随后被就近送到
浙江大学明州医院。

“患者入院时情况已经蛮严
重了，头晕、恶心、呕吐，面色
泛白。”当晚值班医生介绍。

凭借临床经验，同时结合患者
描述，医生很快做了诊断，大概率
是蘑菇中毒。医护人员为患者做了
催吐、洗胃、输液处理，经过抢救，
林女士和她的丈夫终于转危为安。

而就在几天前，宁大医学院
附属医院急诊科也接诊了一对食
用野生蘑菇中毒的夫妇，所幸抢
救及时，转危为安。

吃了野生蘑菇夫妻俩中毒险丧命
今年这样的中毒事件已发生多起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应于波 薛丛川） 最近，“周妈
妈”家的暑假班又开班了。“周妈
妈”是鄞州区塘溪镇中心小学的
党支部书记周妙亚。去年，她在
家办了一个公益暑假班，帮助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度过了一个安全
健康又有意义的暑假。

因为家长的需要，今年报名
人数增加到了 26人，周妙亚按年
级集中和接送方便，确定了 20
人。由于人多，她家里有点容纳
不下了。塘溪镇政府非常支持周
妙亚的暑期公益活动，把新建还
没开始使用的实践站借给了她。
于是，实践站和“周妈妈”的家
就成了孩子们的暑假乐园。

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公益
暑假班加入了大学生志愿者。周
妙亚说，年轻志愿者蓬勃向上、
有激情，带着孩子们制作动车模
型、画画、玩心理游戏，还播放
了 《流浪地球》 等电影，孩子们

学到了很多东西，进步很大。
孩子们在“周妈妈”的暑假

班都很开心。小帆从一年级开始
已经在暑假班了，他养成了静下
心来看书、活动起来投入的好习
惯，他说最喜欢吃“周妈妈”做
的菜和冰冻芋圆。菲菲由于身体
原因，经常要去市区看病，但她
舍不得请假，即使半天也要来暑
假班。

5 年前轨道交通 1 号线开通，
周妙亚原来执教的赤堇小学的孩
子们从鄞州东边的山区来到高桥
的梁山伯庙，转了 5 辆车，体验
地铁出行。今年轨道交通 3 号线
开通，周妙亚又带着暑假班的孩子
们从塘溪乘 668 路公交车到区政
府站，参观了区政府和南部商务
区，到宁波博物馆开阔眼界，到鄞
州万达广场游玩。孩子们感受到
地铁出行的方便，他们从四明中
路站到儿童公园站乘了两个来回。

周妙亚的女儿去年考上了大
学，今年暑假回来后也投入到暑
假班的教学中，主教英语口语和
书法课程，因为学的是师范专
业，她比去年暑假时更多了一份
沉稳和执着。

“周妈妈”的暑假班又开班了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宁波
轨道交通欢迎公共钢琴落地‘甬城
惠客厅’！”昨天下午 5点许，轨道
交通 1号线有关负责人致电本报记
者。当记者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
诉莫志蔚老人时，她连说：“太好
了！太好了！”

地铁换乘站是大多数市民必去
的“打卡地”，也是人流量比较大
的公共空间，公共钢琴放在地铁
站，能最大范围惠及市民。公共钢
琴进地铁换乘站一直是莫志蔚老人

的心愿。本报报道了莫志蔚老人捐
赠公共钢琴的心愿后，宁波轨道交
通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记
者，表达了欢迎公共钢琴进入地铁
换乘站的意愿。连日来，轨道交通
部门一直在研究具体的安放位置。
由于地铁换乘站位于地下空间，要
综合考虑消防安全等问题。轨道交
通积极与各方面进行沟通，寻找一
个既让莫志蔚老人中意、又符合安
全要求的地方。上周，轨道交通集
团专门邀请莫志蔚老人前往鼓楼
站、樱花公园站等换乘站点考察，
并提供了几个安放点供参考。

昨天上午，轨道交通方面再次

邀请莫志蔚老人前往轨道交通鼓楼
站“甬城惠客厅”考察。轨道交通
1号线有关负责人在现场热情接待
了莫志蔚老人，并介绍了“甬城惠
客厅”的情况。据介绍，“甬城惠
客厅”面积约 7500 平方米，是轨
道 1、2 号线的换乘枢纽。因两条
线呈“L”形换乘，所以在这个区
域构成三角公共换乘大厅。东鼓道
是连接东门口和鼓楼两大核心区块
的地下走廊，而“甬城惠客厅”则
是东鼓道的形象门户。记者看到，
这里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环境舒
适。莫志蔚十分喜欢这里，双方初
步达成意向，将安放点设在移动图

书馆对面。这里刚好有一块凹进去
的区域，避开了繁忙的通道。轨道
交通 1号线有关负责人说，一边是
书香四溢，一边是琴声飘荡，公共
钢琴入驻，一定会让“甬城惠客
厅”蓬荜生辉。

昨天下午，宁波轨道交通与消
防、公安等方面沟通后，最终确定
了这个位置。喜出望外的莫志蔚老
人决定，将两架三角钢琴中的一架
放在“甬城惠客厅”。轨道交通 1
号线有关负责人说，“甬城惠客
厅”将围绕公共钢琴，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让音乐之城的琴声
在地铁站飘扬。

第八架公共钢琴将落地“甬城惠客厅”
这里将安放一架三角钢琴

昨日，银泰百货浙东区域党委联合天一商圈综合党委举办的“银天
书院”暑期夏令营正式开营，为职工子女们开设了垃圾分类、小小导购
员、国学礼仪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和活动，旨在为奋斗在一线的职工排忧
解难，提升他们在天一商圈工作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刘波 忻之承 摄）

小候鸟暑期夏令营开营

工厂内油腻的设备。 （石景 摄）

村里水渠中“五彩斑斓”的水。 （引自网友“上沈”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