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宁波地区公安处处长、市委政法委员会原副书
记崔睦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 23
时44分不幸去世，享年88岁。

根据先父生前嘱咐，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
仪式，特告其生前亲朋好友。

联系人：13567882209(女儿)，87062291(单位）
家属泣告

讣 告

NINGBO DAILY5 民生//广告
2019年7月2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国民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汪玲玲） 赤日几时过，清风无
处寻。进入大暑节气，天气一天
比一天热。一早的蝉鸣，似乎就
已经预告着盛夏的威力。昨天上
午 9点，宁波市区的实时气温就
已经迈入“3 字头”，此后气温
一路攀升，市区最高气温达到
36.6℃。作为今夏以来的首轮持
续高温天气，其威力不容小觑。

在夏季，白天气温上升迅
速，大气中积攒了大量能量，午
后容易产生局地对流天气。受对
流云团影响，北仑、鄞州、宁海
等地昨天出现强雷电活动，并出

现了短时强降水。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3

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会出现今年来
最大规模高温天气，同时雨水与高
温闷热交替出现，既要防暑，也要
防雨。市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高温
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明两
天我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
35℃至37℃。

根据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
后局部雷阵雨；26 日和 27 日多云，
午后有雷阵雨；28 日起我市以晴
热天气为主。本周最低气温 26℃
至28℃，最高气温35℃至37℃。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宁波晴热
高温，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谨防中暑。此外，大家也要密切关
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午后短时强
降水、强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

36.6℃！
“桑拿天”继续加温

梁诗韵

去年夏
季火爆甬城
的“爱心冰

箱”近日再现街头，如约为环卫
工人、执法人员、外卖小哥等户
外工作人员送去清凉。

“爱心冰箱”传递的是和谐
友善的正能量。酷暑难耐的时
节，你我或许可以待在家里或在
办公室里吹着空调，享受现代化
的便捷与清凉，但是环卫工人、
快递员、外卖小哥、交警等群体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仍然需要坚
守在高温环境中，为我们的日常
生活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爱
心冰箱”的出现给户外劳动者带
来的是口腹间的清凉，更让我们
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

和谐友善的正能量。
让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让劳动者体面、有尊严地劳动，是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烈日当
空，户外高温作业人群身上集中体
现了脚踏实地、无私奉献的劳动者
精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无论是志愿者
组织、市民群众自发设立的“爱心
冰箱”，还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开
展的“夏日送清凉”活动，都是社
会对劳动者和辛勤劳动本身的尊
重、感恩与热爱的正面表现。

我们期盼城市有“速度”有
“高度”，但更渴望有“温度”，因
为，一个处处都有尊重和关爱的城
市，是最值得留恋的，这是无法替
代的软实力。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爱心冰箱”让爱涌动甬城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连日
的高温天气没有消退莫志蔚老人
帮公共钢琴找“家”的热情。昨
天最高气温直达36.6℃，在热似
蒸笼的天气中，莫志蔚老人考察
了鄞州万达广场，最终确定把第
9架公共钢琴安放在这里。

昨天上午 9点，记者开车接
上莫志蔚老人前往鄞州万达广
场。自从本报7月10日报道了莫
志蔚老人捐赠公共钢琴的愿望
后，鄞州万达广场一直关注着公
共钢琴的进展，多次提出愿意接
收公共钢琴的愿望。

来到鄞州万达广场后，还没
到正式营业时间。万达广场招商
营运部有关负责人热情接待了莫
志蔚老人。鄞州万达广场提供的
备选点位于商场阿拉宁波主题街

区。这条街区富有宁波地方文化特
色，可以看到灵桥的桥拱模型，宁
波博物馆的局部缩影，还可以吃到

“缸鸭狗”汤圆等宁波传统美食，
是一处地方文化和西方艺术完美融
合的街区。“街区日均人流量达到
1.5 万人次，周末超过 2 万人次，
公共钢琴放这里可以让很多市民受
益。”万达广场有关负责人说。记
者看到，公共钢琴拟安放的位置位
于街区核心区，广场打造面积 20
平方米、高约 20 厘米的小舞台专
门放公共钢琴。“在这里弹钢琴比
较有仪式感。”莫志蔚老人表示赞
许。“除了承担公共钢琴的管理责
任，我们还会围绕公共钢琴开展各
种公益音乐活动，一定会让公共钢
琴充分发挥音乐惠民的效益！”鄞
州万达广场有关负责人说。

第9架公共钢琴
落地鄞州万达广场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赵
蔚）“以后我的胳膊能恢复正常
了？”昨日中午 12点多，宁波市第
六医院，动完手术苏醒过来的延边
女孩陈巨艳迫切地问道。医生笑着
点头，17岁的姑娘不由喜极而泣。

从吉林延边到浙江宁波，跨越
2600 公里。陈巨艳从不曾想过，
因为两位宁波爱心人士的爱心接
力，挽救了她因骨折而残疾了 11
年的右胳膊。

陈巨艳是吉林延边州汪清县罗
子沟镇上河村人。6岁那年，小巨

艳因为骑车摔倒，右胳膊骨折，由
于家里贫困，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
治疗。慢慢地，小巨艳的右胳膊开
始变形，正常人胳膊内翻 20 度，
她的右胳膊内翻 45 度，不仅不能
伸直，而且还疼痛异常。在周边人
异样的目光中，小巨艳长到了 17
岁。“从小到大，因为自卑，我基
本上穿长袖遮挡，就连夏天也不敢
穿短袖。”巨艳说。

让巨艳悲痛的是，去年父亲因
车祸不幸离世，家里的顶梁柱倒下
了，懂事的巨艳决定辍学帮助妈妈
撑起这个家，但是母亲肖春玲坚持
让她把书念完。

延边汪清县是北仑的对口帮扶
地区。7月中旬，党的十九大代表
胡朝霞带领爱心团队在汪清开展爱

心德育行。陈巨艳的情况引起了胡
朝霞的关注，她决定帮一帮这可怜
的女孩子。那天，胡朝霞将陈巨艳
的不幸遭遇发到朋友圈，寻求帮
助。这条微信恰好被省十四届党代
表、宁波市第六医院院长陈宏看
到，陈宏当即留言，宁波市第六医
院早在 2017 年成立“牵手爱心工
程”先天手畸形矫正公益活动，而
陈巨艳完全符合救助条件。

“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就
这样，两位党代表开始了一场跨越
2600公里的爱心接力。

7月20日，陈巨艳在妈妈、弟弟
的陪同下来到宁波；21 日顺利入
院，并完成 CT、X 射线、磁共振
等各项检查；22 日，陈宏院长亲自
为女孩制作3D模型打印，精准重建

肘部骨骼数据，制订手术方案……
昨日早上7点多，期盼了11年

的陈巨艳终于被推入手术室，她相
信等待自己的将是一场美丽的蜕
变。2 个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医生为女孩植入了钢块钢板，考虑
到女孩子爱美，医生特别采用了美
容缝合。陈宏院长说，两三年后，
女孩还将再一次来医院拆除钢板，
到时，无论是外观还是功能，女孩
的右胳膊都将基本恢复正常。

肖春玲告诉记者，女儿从小性
格内向，但就在手术前一晚，她跟
妈妈说：“我没有爸爸了，要感谢
宁波的这些爸爸妈妈。”

记者了解到，陈巨艳一家的艰辛
受到了宁波人的关注，已经有爱心人
士提出要结对帮助她8岁的弟弟。

两位党代表
一场跨越2600公里的爱心接力
延边女孩昨天在市六院顺利完成右胳膊手术

本报讯 （记者沈莉萍 陈敏
通讯员郑瑜）“这两天晚上急诊室
里简直忙翻了天，外伤患者比之前
翻了一番，其中绝大多数与天气炎
热，大家火气太盛有关。”昨天，
鄞州人民医院急诊外科相关人员告
诉记者，因高温引发“情绪中暑”
而导致的外伤病例剧增。这些患者
中以酒后打架、室外工作情绪毛躁
而导致受伤的居多，另外夫妻间吵
架大打出手的也明显多了起来。

几名原本要好的同伴，下班后
找个纳凉地喝酒聊天，几杯冰镇
啤酒下肚后说笑兴致上来，没料
到玩笑开过头，几句不合竟打起
来了。“打得头破血流的，我昨天
晚上值班一连收了 4个……”该院
急诊外科苏小宝医生说，高温天间
接导致的外伤事件比前段时间增加
一半。

家住鄞州区的陈女士，因家庭
琐事跟她丈夫李先生起了争执，浑
身酒气的丈夫抡起拳头直捣她胸
前。“我当时就觉得胸前有点痛，
也没太在意，以为过一会儿就没事
了，谁料痛了 3天也没好转，而且
咳嗽后疼痛明显加重。”陈女士

说，她赶紧来到鄞州人民医院急诊
外科就诊，拍了胸片显示为肋骨骨
折。事后李先生后悔地说，也不知
道怎么突然地上来一股火。

7 月 22 日晚上 11 点多，21 岁
的姑娘小雪 （化名） 在男朋友的陪
伴下冲进了急诊室，她左手腕上包
着的纸巾中，不断有血迹渗出。原
来，前晚两人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
小事吵架闹分手，结果年轻的小雪
越想越气，竟然采取了极端的割腕
方式泄愤，险些将自己左手腕的重
要血管肌腱割断。所幸的是经过积
极清创缝合，现已无大碍。

据该院心理科主任陈小珍介
绍，像陈女士和小雪这样的情况都

属于“情绪中暑”，人的情绪与气
候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当气温超
过 35℃、日照超过 12 小时、湿度
高于80%时，气候条件对人体下丘
脑的情绪调节中枢的影响明显增
强，导致情绪和认知行为的紊乱。

陈小珍建议市民做好自我调
节，保持充足睡眠，工作适度。睡
眠不足，心情容易急躁，长时间作
息不规律的人情绪不稳定。当气温
超过 33℃时，要减少工作量或暂
停工作，不要做剧烈运动，以免造
成体能消耗过多，有损身体新陈代
谢。另外，饮食要清淡。注意在增
加营养的同时，食物以清淡、易消
化为好，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
多吃祛火的食物，少饮烈酒，少抽
烟。还有在盛夏时节要静心、戒
躁、息怒。越是天热，遇事越要心
平气和。遇到不顺心的事，要学会
情绪转移，进行“冷处理”。

“情绪中暑”致外伤病人增多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蔡潇） 昨天，记者从宁波市卫生
监督所了解到，今年 6月起，我
市开展游泳场所夏季保健康专项
行动，共检测 237 家游泳场所，
其中合格 227 家，不合格 10 家，
合格率为 95.78%，合格率较往
年略有提高。

从检查结果来看，部分泳池存
在 水 质 循 环 净 化 消 毒 措 施 不 规
范、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
员已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
责令单位及时整改，对检查中发
现有违法行为的游泳场所实施了行
政处罚。

10 家不合格游泳场所主要不

合格指标为池水游离性余氯和细菌
总数超标。这 10 家分别是：绿城
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皇冠
花园营业部 （细菌总数、大肠菌
群不合格）、慈溪市爱尚游泳健身
服务有限公司 （池水游离性余氯、
细菌总数不合格）、奉化华信国际
大酒店有限公司 （细菌总数不合

格）、余姚市余慈游泳馆 （细菌总数
不合格）、余姚市安居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大肠菌群不合格）、宁波新优
体健身管理有限公司 （北仑，尿素
不合格）、余姚市龙格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池水游离性余氯不合格）、余
姚市卜鲁卜鲁亲子游泳馆 （池水游
离性余氯不合格）、宁波爱朋思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鄞州，池水游离性
余氯不合格）、浙江锐高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 （慈溪，池水游离性余氯不
合格）。

全市检测237家游泳场所，10家不合格

新 闻 追 踪

本报讯（石景 钟海雄） 7 月
23 日，本报曝光了江北慈城镇岭
下村企业污水直排农田河道的问
题：因宁波市江北景昇磁性材料有
限公司排放含油废水，当地的农田
水渠变得“五颜六色”，且已持续
了半年多。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江北慈城分

局调查后称，除了这家企业排放污
水外，附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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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未经
处理排放废气的行为。该局表示，
执法人员已会同五湖村村委会开展
油污的收集处理，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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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其立即停止
违法行为。

昨日，记者再次前往现场，发

现 4家企业均没有开工迹象。宁波
市江北景昇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的厂
房大门敞开，里面有人走动，但未
见生产行为，厂房周边管道没有污
水流出。

附近水渠中，每隔一段距离都
能看到一条吸油棉。水面上“五颜
六色”的油污已消失，水质情况明
显好转。附近村民告诉记者，排到
稻田里的水也干净多了。

发现身边文明与不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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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下村渠中的水清了

水渠中已不见油污。（石景 摄）

昨日上午，海曙区鼓楼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来到行动
不便的患者郑阿姨家中，为她检查
身体，并办理了家庭医生服务续
签。高温天气来袭，鼓楼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们加大了
对签约患者的走访力度，保障他们
安全度夏。（刘波 忻之承 摄）

高温酷暑难耐

家庭医生
上门来

昨日上午，鄞州区潘火街道组织献血车进企业，宝艺金、高发汽车
等企业 203名员工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共献血 38800毫升。据悉，该街
道400多家企业职工无偿献血已坚持了7年。 (朱军备 亢茜 摄)

潘火街道203名职工无偿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