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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实习
生郑丹晨） 走进宁波国家高新区
建筑垃圾中转站，环绕四周的是
高约 8 米、占地 30 亩的装修垃
圾。黑色防尘网下，破碎的麻
袋、塑料膜缠结着大块砖石，据
搭把手建筑垃圾项目中心总经理
黄文杰介绍，过去 8 年里，这里
的装修垃圾增长速度始终居高不
下。

“如果按照现在的收运量，
没过多久，这里的空间就会被占
满。”黄文杰说，“所幸，今年 4
月引进的装修垃圾堆体处置项目
解了我们燃眉之急。按照目前的
进度，半年内，我们有信心实现
10 万吨存量装修垃圾的清零！”

记者了解到，高新区引入的
装修垃圾堆体处置设备属全市首
台，耗资 2000 万元，技术含量
全省领先。运行半个月以来，该
设备已消纳了存量装修垃圾 2 万
吨，清理出来的空地上新浇筑了
水泥，施工人员表示，“像清理
了一座小山”。

装修垃圾一直是城市发展进

程中的“暗疮”。人工分选难度
大、处置成本高，使得填埋一度
成为“处理”装修垃圾的主流方
式。

“但是，一旦分选得当，装
修垃圾又是极佳的再生资源。”
高新区城管局城管科工作人员刘
其耀说。

中转站现场，通体白色的装

修垃圾处置“神器”匍匐在地面
上，发出阵阵轰鸣。

在阶梯筛的高频振动下，体积
较大的石块、塑料桶等垃圾率先被
分选出来。剩下的装修垃圾在传送
带的帮助下运入滚筒筛，按照筒壁
孔眼的大小分成中、小两类。而麻
袋、塑料膜等轻质物，则在鼓风机
的作用下从尾部吹出。“每一个出

料口，我们都安排了人工筛选岗
位，以确保物料分类准确。”黄文
杰说。

据介绍，大小不等的石块可作
为骨料用于建筑行业，渣土可以用
作种植花卉树木的营养土，而尚未
腐化的轻质物，则将被运送至搭把
手回收中心，与居民端回收的可回
收物一并再利用。

“新回收的装修垃圾，处理后
的利润在 50 元/吨上下，按现在城
市更新的速度，收回成本不需要太
久。”黄文杰表示。

高技术含量的分选“神器”、
智能化的数据收集系统、越来越
多被释放的场地空间⋯⋯眼下的
这座中转站，将有望成为全市装
修 垃 圾 、 大 件 垃 圾 、 园林垃圾、
有害垃圾一体化分拣处置的“样
板”。

“由于缺乏统筹规划，现有的
建筑、装修垃圾堆放点位小而散，
土地浪费、垃圾积压现象严重。未
来，我们将引入更多设备，形成以
输出产品为目标的闭环，助力我市
垃圾源头减量。”刘其耀说。

高新区上线全市首台装修垃圾处置“神器”

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庞
赟） 任女士得了糖尿病却不肯吃
药，还自作聪明地饿肚子降血糖，
2 个月整整减了 20 公斤，不想造成
了严重的酮症酸中毒，在宁大医学
院附属医院 ICU 经一天一夜的抢
救才得以脱离险境。昨天，回想起
这一死里逃生的经历，任女士后悔
不迭。

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毛玉山希望这一极端病例能提
醒更多患者，糖尿病尚不能根治，
控制血糖也不在一朝一夕，急功近
利、旁门左道的做法很可能危及生
命。

任女士今年 56 岁，两个半月
前体检被查出患了糖尿病。医生开
了两种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叮嘱她
要按时吃药、按时监测，同时配合
饮食和运动，减轻体重。

减体重有利于控制血糖？在得
到医生的肯定答复后，任女士自己
给自己开了个处方：减肥降血糖，
不吃药。

任女士不爱运动，便采取最为
简单粗暴的方法：节食。起初，戒
零食、戒夜宵，渐渐地发展为戒荤
腥、戒主食，经常一顿只吃几小
口。饿得受不了怎么办？大量饮
水，同时吃一点点蔬菜水果。就这
样，两个月内任女士硬生生减掉了
20 公斤。但血糖仍超标，任女士
打算在节食减肥路上“再接再厉”。

可就在半个月前，任女士开始
出现腹胀，还伴随恶心呕吐。在当

地医院治疗了几天，毫无起色，症
状反而越来越重。本月初，她被转
到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

当时的任女士奄奄一息，检查
显示严重酸中毒，电解质紊乱⋯⋯
多项指标远超正常范围。毛玉山推
测为相对罕见的饥饿性酮症酸中
毒，当务之急是补充能量和电解
质。任女士被转到 ICU 接受血液
净化 （CRRT） 治疗，一天 24 小
时以持续缓慢透析方式清除体内过
多水分和代谢废物，纠正水、电解
质和酸碱紊乱，同时确保营养支
持。

所幸，次日任女士的情况开始
好转，又经过一天的观察，她被转
到内分泌科接受糖尿病常规治疗。

毛玉山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说，
科学减肥确实可以改善糖尿病的病
理生理基础。但减肥应该循序渐

进，任女士属用力过猛。
据介绍，临床上类似任女士的

患者并不少见。有的不吃药，寄希
望于保健品，殊不知有些保健品中
添加了种类、剂量不明的降糖药
物，患者突发低血糖入院抢救；有
的期望通过磁疗、按摩等办法控制
血糖，结果血糖忽高忽低，出现了
种种并发症；还有的自行减药、停
药、加药、换药⋯⋯

毛玉山医生曾主持过一项Ⅱ
型糖尿病临床调查。参与研究的
患者共 3648 人。调查显示：77%
的 患 者 正 在 接 受 药 物 治 疗 ， 另
23%的 患 者 处 于 “ 野 生 放 养 ” 状
态，而在用药患者中，有 67%的
人处于空腹血糖“治不达标”的
状态。此外，还有近一半的患者
合并有高血压，40%的患者合并有
血脂异常。

女子节食狂减20公斤进了ICU
医生：不科学降血糖有可能危及生命

记 者 蒋炜宁
通讯员 杨 阳

“上周全班的剩菜剩饭是 4.95
公斤，本周食堂首次盛菜减了量，
大家不够再添，吃饭都尽量光盘，
今天只有 1.8 公斤了。”看到了学校
德育副校长沈斌，北仑区泰河学校
302 班的生活委员小李同学兴冲冲
地跑来汇报成绩。

其实，泰河学校早就发现了学
生午餐浪费严重的问题——泔水桶
中每天都是同学们剩下的大量饭
菜，有时候泔水桶甚至装不下，厨

余垃圾满出桶外，洒落在地。这学
期学校启动了对每个班级的剩菜剩
饭称重的“光盘行动”，对珍惜粮
食的班级给予奖励，对做得不好的
班级进行教育。

在推进“光盘行动”的过程
中，也有许多新问题出现。值周老
师在随机检查同学们的剩菜情况
时，惊奇地发现一个班的泔渍桶竟
然是空的。原来这个班有好几个学
生为了取得好成绩，竟然吃了两三
碗饭，喝了好几碗汤。

光盘行动的初衷是厉行节约，
而非引导学生吃不下硬吃，为了成
绩和排名“吃坏了肚子”。发现问
题后，学校立即着手优化“光盘行
动”实施办法。学校食堂根据每日
的剩菜量，科学评估学生饭量，以

此为根据控制学生中餐分量。
学校在食堂增设了自主添菜

区。不够吃的同学，可以自主加菜
加饭。

做得最好的 10 个班会登记在
“光盘我最棒”小黑板上。负责对
剩菜剩饭称重的食堂阿姨钱宏芳
说，“活动刚开始，基本上各班的
数据都在 5 公斤左右，现在，这个
数字都保持在 2 公斤以内，有几个
班是‘0’，实现全员光盘。”

在北仑，实施厨余垃圾称重的
学校远远不止一所。北仑区新碶中
学也积极引导全体师生做“光盘行
动”的践行者、示范者、传播者。

学校推出“厨余垃圾称重制
度”，每日都会对各班、各人午餐
吃剩的食物称重登记。这项制度将

班集体、个人的厨余垃圾量与班级
评优评先、个人评优评先挂钩。数
据显示，实行称重制度一段时间
后，各班的厨余垃圾重量都有所减
少。

同时，学校后勤部门还利用
“厨余垃圾称重制度”对每日的剩
菜剩饭量化分析、精准研判，作为
食堂改进依据。通过厨余垃圾数据
的变化，发现学生偏爱吃鸡排、红
烧鸡腿等荤菜，喜欢吃蛋炒饭，对
蔬菜的浪费则较多。对此，食堂厨
师增加了红烧鸭肉、虎皮鹌鹑蛋、
红烧翅根等学生喜爱的菜品，每周
五都会提供蛋炒饭。厨师根据每周
反馈科学制定食谱、做好餐食搭
配，遵循荤素搭配、食物多样的原
则，保证一周五天菜单不重样。

除了称重，更多的好办法在源
源不断地被挖掘。新学期开始，学
校推出了“光盘赢券”活动。除了
原有的免费课间餐，学校每天还会
购入一批牛奶，学生用餐“光盘”
后即可领取一张牛奶券，可以在当
天固定时段兑换牛奶。

北仑学校给每班每餐厨余垃圾称重
食堂师傅据此调整菜谱，浪费减六成多

昨日，鄞州区教育局、鄞州
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创客志愿者
来到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开展

“鄞豆豆”农业科普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农创客志愿者为

学生们现场讲解了无土栽培、瓜
果蔬菜种植等知识，并指导学生
动手实践。

图为在学校内的乐陶陶阳光
农场，在农创客志愿者的指导
下，同学们亲手种下一颗颗种
苗。

（唐严 陈聪玲 摄）

农业科普
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汪
皛 戴旭光）“看到您身体健康，我
很开心。”10 月 12 日上午，2014 年

“中国好人”刘国娟带着满满一车爱
心棉被来到镇海区澥浦镇十七房
村，为那里的老人们送去温暖。

家住后戴村的戴奶奶今年已是
百岁高龄，她接过刘国娟带来的被
子，笑得合不拢嘴。刘国娟坐下和老
人拉了一会儿家常，叮嘱老人一定
要注意保暖，照顾好身体。在塘路沿
西房的郑大爷家里，刘国娟特意送
上两条棉被。多年前，郑大爷生病花
掉家里不少积蓄，老两口如今年龄
越来越大，子女收入也不高，郑大爷

夫妻俩生活比较困难。
“这次就是给一些困难、高龄老

人送了 108 条被子，这是我的一点
点心意。”刘国娟说，每年送“爱心棉
被”已经成为惯例，“今天看到很多
高龄老人，我也很开心。”据悉，刘国
娟将在重阳节前捐赠 1000 余条爱
心棉被给镇海区内年事较高、生活
困难的老人。

刘国娟有一个大家庭，膝下有
6 个女儿，但有 4 个是她领养的孤
儿。这份跨越血缘的爱，感动了全国
各地的网友。她不仅是一名“爱心妈
妈”，还热心公益，乐善好施、扶危济
困，几十年如一日奉献自己的爱心。

“中国好人”刘国娟
再捐爱心棉被
今年准备捐赠1000余条

慈城火车站始建于 1910年，1912年建成通车，是浙江最早建成的车
站之一。即将通车的宁波地铁4号线终点站就在火车站东侧。为让火车站
重获新生，2020 年慈城镇政府正式启动火车站区域改造项目，该项目总
占地面积约 4.3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原有慈城站站房建筑修缮、
新建商业街等临时建筑及停车场。

（陈结生 杨芝 摄）

“百岁高龄”的慈城火车站
重获新生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姜
婕 徐甬） 10 月 10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宁波公交集团天水家园公交
站发生了暖心一幕：一位女士从私
家车上搬下 3大包口罩，希望调度室
工作人员能转交给819路公交司机。

这位女士姓邬，10 月 7 日她在
水尚阑珊公交站上车后，发现自己
没有携带口罩，正准备转身下车
时，当班司机赶忙叫住了她，拿出
自己的备用口罩给她，解了她的燃
眉之急。

为了让正能量继续传递下去，
邬女士买了 3 大包、共 600 只口罩

送到公交站。
在包装袋外，邬女士特意附上

了 一 张 纸 条 ， 写 着 ：“ 善 小 而 为
之，为 819 路司机点赞，暖人暖己
暖城市⋯⋯”

据悉，819 路是一条市级工人
先锋号、省级敬老文明号线路。那
天当班司机金剑锋得知邬女士的举
动后，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其实
这真的是件很小的事，我们线路上
很多同事都在这么做。”

这 600 只口罩将用于乘客的应
急之需，让邬女士的爱心继续传
递。

一只暖心口罩
“引”来600只爱心口罩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陈唐）最近，关于蜂群蜇人的新闻屡
见 于 媒 体 。10 月 11 日 下 午 3 点 38
分，奉化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
称一队 50多人的“驴友”团在登山时
遭遇马蜂袭击，之后又有被蜇伤者
状态不佳失足滚落山坡，急需救助。

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消防、
医疗、水鹰户外应急救援队等多方
力量先后来到溪口镇水堆头村后
山，进行火线营救。

“到那边时快傍晚了，我们带好
安全绳、腰带、照明灯具、防寒衣服、
担架等器材，就进山了。山区救援很
麻烦，因为要翻山越岭找被困者，要
多少时间很难说。”有消防员告诉记
者，这次比较顺利，在向导的指引
下，救援人员花了近 30 分钟到达事
发地点。

被困的是一名女子，四十岁左
右，上海人。她脸部有擦伤，右脚脚
踝处软组织受伤，手臂上还有多处

被马蜂蜇伤的痕迹，所幸她已经从
昏迷中苏醒过来了。医护人员立即
对其进行救助。经过近 2 个多小时
的努力，救援人员成功将受伤女子
送下山，随后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早上他们坐大巴车来溪口镇
牛头岭徒步登山。途中，遭到马蜂袭
击，有多人被蜇伤，其中受伤女子被
咬最多。她可能是中了蜂毒，腿脚不
听使唤了，加上体力消耗过大，遇到
下坡时不小心滚了下去。”消防员说，
9月就有一家宁波公司在野外进行团
建活动时遇到马蜂群袭击，70多人中
有23人被不同程度咬伤，患者均出现
蜇伤处红肿疼痛，部分还有口唇麻
木、头晕、胸闷不适等症状。

消防员提醒市民，登山一定要
准备充分，防护也要到位，比如长
袖、帽子等。被蜂群攻击后，不要过
分反击，找安全地方蹲下，用衣物遮
蔽重要部位，避免激惹蜂群。被蜇
后，情况不对要赶紧就医。

奉化“驴友”团遭马蜂袭击
消防紧急救援

下山之路不
好走，消防员抬
着 担 架 进 行 转
移。

（消防供图）

中转站现场，装修垃圾处置“神器”在工作中。 （张凯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