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1版①】
破旧的人行道用彩色透水混凝

土进行改造，这样一来雨天路面就
不会积水；道路旁划上机动车、非
机动车停车位，并在人行道旁安装
护栏，这样停车乱象就能得到缓
解；利用有限空间增设无障碍通行
设施与便民服务点，让由此进入社
区服务中心的市民感受到服务的

“温度”⋯⋯“微改造”之前，大
多数背街小巷的通病在这里都能找
到：道路坑洼不平、基础设施老
旧、交通拥堵乱停车，而如今，这
里已成为市民眼中的“打卡点”，
成为文明与便利的“代言人”。

“一锤接着一锤敲，一项接着
一项改。今年 6 月上旬开始，我
市中心城区背街小巷整改全面提

速。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等部门
频频发力，聚焦卫生死角、停车
难等顽症痼疾，拉高标杆、轮番

‘轰炸’。”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
人说。

眼下，随着中心城区背街小巷
督查、整治工作的持续推进，越来
越多隐藏于城市治理“阴影”中的
背街小巷焕发出了“第二春”。鄞

州区后庙路关注慢行交通和城市生
活，翻修铺装、改造花坛、打造景
观节点、管控餐饮业态、引入智慧
停车，堪称标杆样本；江北区新马
路西段北侧拆迁工地围挡设置规范
美观，马路菜市场全部取缔，道路
整体整洁有序；海曙区肖家巷形成
机动车管控高压态势，违停乱象明
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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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黄玎 吴寒芳）“看了 《八佰》，更
坚定了我当兵的意愿⋯⋯要像‘八
佰’士兵那样，去保家卫国。”这
是象山石浦镇中心村应征入伍青年
陈榆豪近日在朋友圈写下的观影感
受。今年 19 岁的他和双胞胎弟弟
陈榆杰从小就有共同的梦想——向
往军营，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战
士。如今，他们的梦想即将实现！

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孔，相同的

身高，相同的发型⋯⋯9 月 5 日，在
象山县国防训练中心，即将入伍的

“新兵”正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役前训
练，队列中难分彼此的两人特别引
人注目。这是一对双胞胎，来自石浦
镇中心村，哥哥叫陈榆豪、弟弟叫陈
榆杰，出生于 2001 年 9 月。

今年高考之后，他们两人成为
准大学生。夏秋季征兵消息出来
后，兄弟俩一起报名应征，并顺利
入选。成为人民子弟兵，这是陈榆

杰与陈榆豪从小就有的梦想。他们
告诉记者：“小时候在外婆家，远
远能望到军舰，太帅了！”“那些扛
着枪的战士，他们高大威武，遇到
危险，能舍己为人，特别英勇。”

陈榆豪和陈榆杰的父母从事水
产生意多年，家境不错，也希望孩
子们以后能接他们的班。“我让他
们一定要慎重考虑，但两兄弟很坚
定。作为父亲，我只能支持并为他
们感到骄傲。”双胞胎的父亲陈卫

志说，虽然先前家里没有人当过
兵，但他明白部队就是一个大熔
炉、一所大学校，参军对于个人人
生的意义所在。所以临别前，他一
再告诫两个儿子，军人所承担的使
命和责任要用心去细品！

“我们就想当家里的第一代军
人，然后将‘当兵报国’作为家族传
统一直延续下去。”哥哥陈榆豪说，
对于未来军旅生涯的规划，兄弟两
人都希望能够考上军校，留在部队。

“00后”双胞胎兄弟同时应征入伍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李
佳静 胡成燕）“一根小小的灯杆
能有什么特别？”在许多市民脑海
中，会有这样的传统印象。然而，
这小小的灯杆将迎来一次重大变
革，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支
点。记者昨天从鄞州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获悉，该区将启动“智慧灯
杆”建设项目，首批以“一路、一
区”为样板，打造全市首个“智慧

灯杆”示范路段、示范区域。
“一路”为首南中路 （宁南南

路-天童南路），将对原 80 余杆路
灯、信号灯、交通路牌、视频杆等
进行“多杆合一”，并加装 5G 基
站、环境监测、应急求助等智能化
应用设备，计划 9 月中旬开工，年
内建成并投入使用。

“一区”即在鄞州南部新城 1
平方公里区域内，通过路灯合同能

源管理形式，加建部分智慧灯杆，
该项目的落成将打造 5G 微基站运
营典范，计划 2021 年初建成使用。

所谓的“智慧灯杆”，就是让传
统的灯杆在实现智能照明基础上，
增加视频采集、移动通信、交通管
理、环境监测、气象监测、无线电监
测、应急求助、信息交互等功能，同
时将原本“各自为政”的通信杆、路
灯、交通监控、安防监控、交通指示

牌、路侧广告牌功能进行合并，实现
“多杆合一”“一杆多用”。

“智慧灯杆是‘互联网+’在
城市中的深度应用，也是智慧城市
建设的新载体。”鄞州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鄞州城区有
路灯 3.2 万余盏，下一步，将在条
件允许地段因地制宜、分层次推进
改造更新，为智慧城市建设打开新
局面。

对路灯、信号灯、交通路牌、视频杆等进行“多杆合一”

鄞州将打造宁波首个“智慧灯杆”示范路段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徐晨燕） 34 岁的吴先生两年前开
始出现胃反酸症状，最近更是症状
加重，还出现了咽痛、没食欲。到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一查，
原来他患了胃食管反流，而且他的
食管已经被“烧”糜烂。

接诊的消化内科赵巧素医生说，
胃镜下吴先生的食管已经糜烂，并出
现了食管裂孔疝。由于胃与食管连接
地方的阀门失灵了，也就是贲门括约
肌松弛了，胃液往上涌烧灼食管。除
了药物治疗，还进行了内镜下的抗反
流黏膜切除术，目前吴先生的反酸症
状已经缓解了，夜间也能躺下睡觉。

“ 胃 食 管 反 流 病 听 起 来 很 陌
生，但说到胃反酸很多人可能有过
这样的经历。”赵医生说胃食管反
流病很常见。反酸、胸骨烧灼样疼
痛是胃食管反流典型的症状，长期

持续下去会诱发或加重很多疾病。
该院疝微创外科俞丹松主任医师介
绍，胃食管反流不治疗会诱发或加
重慢性咽喉炎、哮喘、食管炎症，
甚至有食管癌变的风险。

据了解，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大
多数是中老年人，但近年来像吴先
生这样的年轻患者每年在增多。

从临床看，年轻患者大多数是
肥胖人士，有吸烟饮酒的习惯，还
有人暴饮暴食，爱吃辣、油腻食物
或甜食、碳酸饮料，此外还有一部
分人长期精神紧张，有焦虑情绪。

“这种疾病是可防可控的。”赵
医生建议饮食上避免高脂、高糖、
辛辣刺激食物，少喝碳酸饮料、浓
茶、浓咖啡，三餐均衡饮食，增加
膳食纤维的摄入，平时要注意控制
体重，保证充足的睡眠。

“越是早发现，越早能保护食
管黏膜，避免诱发或加重其他疾
病。”赵医生建议每周出现 2 次或 2
次以上的反酸、咽喉部苦感、咳
嗽、哮喘、咽喉炎、反酸胸骨后疼
痛应到消化内科检查。

胃反酸？
可能是患了胃食管反流
34岁小伙因为这个病食管被“烧”糜烂

“预备——开始！”昨天下午 3
点，随着体育老师一声令下，荷花
庄小学整个校园都沸腾了。全校学
生在阳光下分组分批做起了往返
跑、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体质
健康测试项目。

为了科学合理地利用好课余活
动时间，充分激发孩子们参与运动
的兴趣，该校将学生在校“运动一
小时”分为上下午两个时段。上午
课间操后每名学生都要进行两次

“一分钟跳绳”运动，下午课间操
后交叉进行“坐位体前屈”“往返
跑”和“仰卧起坐”三项体能训
练。这样常态化的锻炼活动坚持了
3 年，在鄞州区体质健康测试中，
该校连续数年达到了优秀级别。

校园大课间
健身每一天

艾才国

菜单“减肥”
后，一些市民很疑

惑：菜量减半，为何价格没减半。
9 月 5 日 《宁波日报》 民生版的报
道给出了答案。餐饮业人士说：半
份菜不等于半价菜。

必须承认：半份菜不等于半价
菜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推出小
份菜或半份菜，尽管节约了食材成
本，但调味品成本、工资、水电、
燃气等其他费用并没有减少。餐饮
业总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赔本的买
卖肯定不做。但不管怎么说，推出
小份菜或半份菜，餐饮业虽然麻烦
了一些，利润较之以前少了一些，
但赢得了散客等诸多客源，长远看
仍有利可图。而对于食客来说，使

用半份菜，没有造成浪费，消费较
全份菜也便宜了一些，并没有吃
亏，由此实现“双赢”，它是维系
小份菜或半份菜存在的基础，唯如
此，才能使小份菜或半份菜行稳致
远。

随着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各
项措施全面实施，小份菜或半份菜
呼之已出。对于一项新事物，我们
当客观、冷静地看待它，不必苛求
它一开始就十分完美，就让它交给
市场去完善、去纠偏。对此，餐饮
业要搭台唱“主角”，在降低成本
上下功夫，让食客得到更多的实
惠，这也算是对全社会开展“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活动的支持和助
推吧。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双赢”才能使“半份菜”
行稳致远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罗彦 胡艳）“课程表上的语文、
数学课怎么没有了？”这些天，镇
海区实验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津津
乐道的是孩子们特殊的课程表，映
入眼帘的是学长说校园、一起游校
园⋯⋯

卢子辰是一年级新生，他告诉
记者：“我很喜欢学校！这里有很
多哥哥姐姐，他们和我们一起逛校
园。”原来在这一周，每天都有高
年级的哥哥姐姐来到班级里给他们
介绍校园、游校园、示范校园礼
仪。在哥哥姐姐们的陪伴下，原本
有入学焦虑情绪的孩子们很快喜欢
上了小学生活。

镇海区实验小学为了让一年级
小朋友更快地适应学校生活，顺利
地完成幼小衔接，精心打造了学生
幸福成长课程。开学第一周，围绕
文明礼仪、路队规范、课堂常规、
认识校园等小学“入门技能”，精
心设计了一套“大手拉小手，我们
慢慢走”的“软着陆”主题课程，
高年级孩子结对一年级新生，俨然
化身成一个个小老师，入班指导与

陪伴，耐心地教授着弟弟妹妹，微
笑着解答弟弟妹妹提出的每一个问
题。

除了学习校园文明礼仪，哥
哥姐姐还手牵手，领着弟弟妹妹
一起行走校园，参观校园，熟悉
功能教室。学校教导处根据不同
学科的功能教室，精心安排了各
项活动。

“一周时间让孩子们慢慢‘着
陆’，我们和高年级的孩子携手让
一年级的孩子慢慢适应小学生活，
我们所有的一年级老师转换自己的
教学语言，确定最佳的教育教学方
案！”有着 20 多年教龄的冯雪波老
师说，“从孩子们这几天的状态来
看，软着陆课程教育教学非常有必
要，孩子们的自信心大大提升，和
老师磨合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家长
们也不再那么紧张，更容易形成合
作关系。”

据悉，学校教导处会把软着陆
课程的内涵延续到整个学年，对学
生的常规教育、礼仪教育等进行跟
进式指导，让一年级新生更好地适
应学校生活。

学长入班陪伴

镇海区实验小学软着陆课程
引导新生适应校园生活

图为学生们正在进行往返跑。
（严龙 毛苏云 摄）

【紧接第1版③】 存在无环评、无
污染治理设施，偷排废水、废气，
噪声扰民等问题。

接到交办信访件后，海曙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区主要领导
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赴
现场调查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议进
一步研究整改方案。市生态环境局
海曙分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分
局、消防大队、横街镇等单位立即
组建工作专班，分 5 个工作小组开
展调查核实。

根据实际调查核实情况，针对
信访件中涉及的 6 家企业，海曙立
行立改，9 月 6 日晚，市生态环境
局海曙分局已对山水食品有限公
司、新劲元塑料制品厂下发告知
书，不得继续向有关企业提供生产
经营场所；责令宏崎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馨妮塑业有限公司、诚琦旺
塑业有限公司、嘉可塑业有限公司
4 家公司立即停产，并于 9 月 8 日
前搬迁完毕；对古林路诺工艺品
厂、博易汽车配件厂进行立案查

处，拟分别处罚 21.6 万元和 21 万
元，并立即停产整改；对锦灿电子
有限公司进行立案查处，拟处罚
3.5 万元，并责令补办环评备案手
续。

此外，横街镇于 9 月 7 日起，
对西王工业园范围内的企业和综合
环境进行“地毯式”“无死角”排
查整治工作，重点针对消防安全、
安全生产、环境卫生、违法建筑等
问题攻坚克难。下步，横街镇将借
助“四个平台”等载体，配合生态

环境等相关部门力量，加密巡查频
次、加大处罚力度，并结合“三服
务”活动，做好监管与服务两手
抓。

【上接第1版④】
经现场调查，信访件反映的为

罗曼丽舍五星宴会酒店 7 楼设备平
台，该设备平台与泊宁酒店共用，
位于中交君玺西区房屋建筑最近距
离约 30 米处，上有两家酒店的空
调设备和厨房新风系统。

经了解，泊宁酒店空调外机为
24 小时开启；罗曼丽舍五星宴会酒
店厨房新风系统 9:00-13:00，15:00-
20:00 开启，宴会厅空调 9:00-21:00

开启 （无婚宴时不使用空调），21
时后罗曼丽舍五星宴会酒店所有设
备均关闭。今年 8 月，罗曼丽舍和
泊宁酒店对设备平台进行了一次整
改，将原先朝向中交君玺西区的四
个出风口方向调整为背对中交君玺
西区房屋，并在厨房新风系统周围
安装了隔音屏。

下步，鄞州区将以酒店为整改
责任主体，请专业机构设计科学可
行的降噪方案并落实整改；鄞州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做好整改督促监
管，并开展实时噪声监测，确保噪
声排放符合要求；钟公庙街道将搭
建沟通平台，把整改方案、进展与
结果等与居民进行沟通，征得居民
认同。目前，鄞州区结合该信访反
映情况的问题，举一反三，对居民
区等敏感区域内的公共、经营设备
进行排查，一旦发现类似情况，及
时整改，以减少噪声对居民的困
扰。

【上接第1版②】
改革，必须要改革！只有从顶

层设计上突破体制机制束缚，打破
已有的框架，才能在旧枝上长出新
的嫩芽。

2017 年 8 月 29 日，在第八批
援藏干部刘琳的推进下，囊括县人
民医院、藏医院、妇幼保健院、疾
控中心及 9 个乡镇卫生院的比如县
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正式成立。这是
西藏自治区第一个“人财物”全统
筹的县级医疗集团，也掀开了医改

“比如模式”的序幕。

不仅实现“物理合并”，还要
同步推进“化学融合”。在比如县
委的大力支持下，比如县财政建立
每年 300 万元人才引进专项资金，
以全县“一盘棋”的总思路，突破
编制限制，打破“大锅饭”，实行
年薪制和合同制，面向全国招聘人
才，“确保最艰苦的地方不缺人”。

短短一年时间，比如医疗集团
招聘人才近 100 名，其中中高级职
称有 10 余人，30 岁以下年轻医生
占比超过七成。仁青达瓦等一大批

“90 后 ” 乃 至 “95 后 ” 来 到 这 里

后，向宁波援藏医生“拜师”，被
派到沿海城市参加实训，能力大幅
提升。

“得益于改革，比如在整个西
藏地区都先走了一步。目前不仅实
现了人财物的整合资源集约运行，
而且加快了远程医疗的推进，藏族
同胞可以用自治区的医保待遇享受
内地的医疗水平，基本上解决了

‘看病难’问题。”比如县委常委、
副县长、医疗集团党组书记扎西维
色对此深有感触。

今年春节前，西藏出台了 《关

于推进县域综合医改工作的指导意
见》，“比如模式”将被推广到整个
自治区。目前，第九批宁波援藏干
部人才正接过“接力棒”，全力推
进“比如家庭医生”村医改革，通
过比如县医疗教育培训基地，进行
村医继续教育系统培训，力图打通

“最后一公里”。
留下“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

伍，让藏族同胞能够在“家门口”
能看上病——这个一代又一代宁波
援藏人的朴素梦想，正在一步步变
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