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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杨阳 余晶晶） 昨 天 中 午 12 点 ，
北仑新碶中学的食堂里，一场厨余
垃圾称重赛正在火热进行中：709
班厨余垃圾重量为 1.8 公斤，比昨
天少了 1 公斤多；803 班昨天厨余
垃圾 2.3 公斤，今天不到 2 公斤了
⋯⋯自从推出厨余垃圾称重制度
后，每天对各班、各人午餐吃剩食
物称重登记成了北仑新碶中学的一
项保留节目。

据介绍，该校还将班集体、个
人的厨余垃圾量与班级评优评先、
个人评优评先挂钩。根据数据显
示，本学期以来，各班的厨余垃圾
一直呈下降趋势。每个年级段每周
减量最明显的班级还能登上校园光
荣榜。该校后勤部门还利用厨余垃
圾称重制度，对每日剩菜剩饭量化
分析，精准研判后改进食堂菜式。
校厨师长告诉记者，根据对厨余垃
圾研判分析，发现学生偏爱鸡排、
红烧鸡腿等荤菜，喜欢蛋炒饭，对
蔬菜类不喜欢。为此，学校食堂增
加了红烧鸭肉、虎皮鹌鹑蛋、红烧
翅根等学生们爱吃的菜品，每周五

供应蛋炒饭，并调整蔬菜种类和烧
法，做到荤素搭配，一周 5 天菜式
不重样。

目前，厨余垃圾称重已在甬城
各学校推行。新碶中学已实施厨
余垃圾称重制度两个月，全校平
均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量已从第
一周的 103 公斤，下降到第七周的
77 公斤。

除了“称”之外，更多杜绝
“舌尖浪费”的新办法、好办法正
源源不断地涌现。长江中学推出
了光盘赢券活动：学生用餐光盘
后即可领取一张牛奶券，可在当
天固定时段兑换牛奶；宁波大学

发起“晒空碗”活动，向师生免
费提供用餐打包盒，鼓励师生打
包剩饭剩菜；浙江工商职院发起
拒做“剩男剩女”的倡议，打卡
光盘行动；宁波卫生职院则推出
按需分配的“套餐制”。有的学校
还推出大中小三套餐盘，供师生
根据食量大小挑选。

近日，宁波市教育局发布 《厉
行节约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实施
方案》，提出学校作为群体性餐饮
的主要场所，要通过智慧管理和个
性化服务手段引导就餐者杜绝浪
费；实行分餐制的中小学要优化供
餐模式，推行订餐点餐制。

继厨余垃圾称重办法深化推进后

教育系统杜绝“舌尖浪费”新办法不断

本报讯（记者陈敏） 昨天，被
确诊为法布雷病的曹先生在宁波市
第一医院肾内科接受了第一疗程的
治疗。“一年的治疗费就要 100 多
万元，幸亏这个病种在浙江省被纳
入了医保，我终于有救了。”曹先
生感慨浙江医保政策好。

法布雷病是一种十分罕见的 X
染色体连锁遗传的鞘糖脂类代谢疾
病，可造成患者四肢剧烈疼痛，并
对肾、心脏、脑、神经等各器官产
生严重损害造成病变，如得不到有
效治疗将危及生命，平均每 10 万
人仅 1 人患此病。曹先生做梦也没
有想到，有一天自己居然被确诊患
了这个听也没听说过的罕见病，更
让他接受不了的是，自己的两个女
儿先后被确诊。

今 年 43 岁 的 曹 先 生 来 自 安
徽，2006 年在北仑安家。2018 年
年底，曹先生在北仑当地医院参加
体检，结果被查出尿蛋白两个+，
这一检查结果意味着他的肾脏受到
了损伤。在医生的建议下，曹先生
先后前往上海、杭州的医院进行了
全面排查，最终被确诊为罕见的法
布雷病。曹先生从医院了解到，此
病治疗费用十分昂贵，一年就需
160 多万元。家庭年收入仅 10 万元
左右、育有两个女儿的曹先生决定
放弃治疗，回到了家中。可让他难
以接受的是，两个女儿也先后被确
诊为患有法布雷病。

得知法布雷病为家庭遗传病，
曹先生家里患有尿毒症的哥哥也到
医院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哥哥

也是法布雷病患者。哥哥已经处于
尿毒症晚期，只能等待接受肾移
植。哥哥的病情，让曹先生对自己
的未来忧心忡忡，一想到两个女
儿，更是揪心不已。正在一筹莫展
之际，曹先生获得了一个好消息，
浙江省继 2016 年率全国之先将戈
谢病、渐冻症、苯丙酮尿症纳入医
保范围，今年 7 月起，又将法布雷
病纳入医保范围。

“ 我 们 有 救 了 ！ 我 们 家 有 救
了！”曹先生一家人的脸上终于有
了久违的笑容。

据宁波市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
边学燕介绍，由于生产成本高、药
品研发费用高、患者人数少，罕见
病药物的价格往往十分昂贵，因
此，对于罕见病家庭来说，经济负

担和精神负担一样沉重。以法布雷
病为例，最近两年，他们已接诊了
3 例患者，因为治疗费用昂贵，且
这之前未被纳入医保范围，患者们
都只能忍痛放弃治疗。如今浙江出
台的这一医保新政无疑让这些法布
雷病患者家庭看到了希望。边学燕
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科室的医
生将一一联系曾经接诊过的几名法
布雷病患者，以确保这些病人及时
得到相应的治疗。

据悉，曹先生是宁波第一个受
益于医保新政的法布雷病患者，一
年 160 多万元的治疗费中，曹先生
最多自费 10 万元。记者在采访中
还了解到，为帮助这些罕见病患
者，自 2018 年起，病痛挑战基金
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了全
国性罕见病民间公益援助项目——
罕见病医疗援助工程，针对罕见病
个案提供医疗资源转接、各地医保
信息、最新药物进展、个案资金援
助的全方位支持。宁波市第一医院
肾内科正在帮助曹先生申请“罕见
病医疗援助工程”的资助。

一家三口被确诊为罕见病
所幸这个病种被纳入了医保

记 者 张凯凯
实习生 戴卓佳

“项阿姨，我们是社区的人口
普查员，上个月刚来摸过底。这次
来是想把您的信息录入到全国联网
的系统里，麻烦您把户口本让我对
照一下⋯⋯”昨天中午，刚吃过午
饭不久，鄞州区邱隘镇镇北社区的
普查员吴桂凤就拉上了普查员夏秋
芳，两人一组开始了下午的人口普
查工作。

“家里现在几个人住？”“孩子
学历？”“家里面积有多大？”面对
普查员的一个个问题，项阿姨逐一
认真回答，聊着聊着，还不时扯上
几句家长里短。吴桂凤告诉记者，

自 11 月 1 日以来，她已经完成了
100 多户居民的人口普查短表填报
工作，由于平时和居民非常熟络，
整个过程很顺利，每一户居民不到
10 分钟就能填报完成。

镇 北 社 区 有 近 5200 户 居 民 ，
建筑以低矮的平房为主，巷陌纵
横，门牌号极不规律。“如果不是
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可能
连居民的住所都找不齐全。因此社
区组建了两人一组的人口普查小
队，让懂得操作流程的年轻人和与
居民熟络的中年人一起行动，确保
认路、认人、操作设备的能力‘全
覆盖’。”邱隘镇人普办副主任蔡蓊
蔚说。

在蔡蓊蔚眼里，人口普查，沟

通是第一要务。而一身令居民“信
得过”的行头，则关乎双方沟通时
的第一印象。为此，邱隘镇人普办
专门为辖区内的普查员配备了深蓝
色的马甲、帽子与身份牌，随身携
带的包里，还有手电、鞋套、口
罩，以及给居民留作纪念的赠品
围裙。“身份牌上的二维码，扫一
扫就能证明我的身份。当然这里
的居民，大多数是认识我的。”吴
桂凤说。

吴桂凤负责的片区是典型的老
小区，流动人口多，人员更新频
繁，想要找准时间对外来务工人员
开展人口普查，只能抢在他们上班
前，或者下班后。

“早上的时间相对有限，大家

都匆匆忙忙的。而晚上的时间不
确定性大，不少居民会加班到很
晚。”普查员夏秋芳告诉记者，最
晚的一次，她等约定的居民直到
半夜。

一遍遍踏足社区里的一条条小
巷，使普查员的视野里多了许多平
时不易关注到的细节——

这栋空房子亮起了灯，说明户
主或租户回来了；这个租户的家门
口堆起了垃圾，有可能这几天就会
有人员更替，得重点关注；这户居
民卧室亮着灯，楼下大门紧闭，应
该已经休息了，明天再去打扰他们
吧⋯⋯

人口普查员，他们正在用脚步
“丈量”最真实的数据。

人口普查员：用脚步“丈量”真实数据

▲自行车运动爱
好者骑行在弘扬村的
乡间公路上。

▶当地榧农翻晒
刚采摘来的香榧。

◀峰山村的广茹
蜜橘基地的高山蜜橘
刚进入采收期。

严龙 徐铭怿/文 严龙 尤才彬/摄

黄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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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姚苏桓 郑水萍）“弃置的公厕变
身封闭式垃圾分类柜，整体环境得
到大提升，垃圾分类工作也能更好
开展，这是为老百姓办的实事。”
昨天一早，家住市区西北街 49-52
号小区居民杨爱玲来投放垃圾时，
对崭新的垃圾分类柜赞不绝口。

西北街 49-52 号是海曙区鼓楼
街道孝闻社区的无物业小区，小区原
是单位房，没有配套卫生间，百余户
居民“共用”西北街转角的公厕。

“ 现 在 每 家 都 安 装 了 卫 生 设
施，这个‘共用公厕’简陋、存在
感不强，居民基本没有在使用；而
且垃圾投放点位与公厕比邻，公厕
加上裸露式垃圾桶发出的气味，让
不少居民投放垃圾时很有顾忌。”
孝闻社区党委书记王蓉蓉介绍，附
近商家和居民来反映过这一问题，
社区也一直在多方协调，找寻解决
的办法。

今年 8 月，海曙区启动垃圾分
类“3+1”攻坚行动，社区结合老旧

小区改造契机，决定实施拆除公厕并
升级垃圾分类投放硬件设施行动。

“与老式公厕相隔百米处已建
起新公厕，能满足周边商家的需
求，针对少量还未装上卫生设施的
家庭，社区也通过辖区单位资助结
对妥善解决，将拆除老式公厕的影
响降到最低。”王蓉蓉介绍，经过
前期挨家挨户上门征询并经上级部
门批准后，9 月下旬弃置已久的老
式公厕被拆除，崭新的封闭式垃圾
分类柜代之而起。

记者在现场看到，垃圾分类柜
有 2 个厨余垃圾、2 个其他垃圾、1
个 有 害 垃 圾 和 1 个可回收物格子
间，柜子两端装有照明灯，内部则
配备着灭蝇灯和除臭器，设施一应
俱全。

“原来裸露式垃圾分类桶一来难
管理，二来影响周边环境，现在有
了垃圾分类柜后，标识一目了然，
有利于督导员精准指导，对垃圾分
类工作能起到促进作用。”王蓉蓉
表示。

弃置公厕变身垃圾分类柜
海曙这个小区的做法受到居民点赞

弃置公厕变身垃圾分类柜。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林
意然 卢晓鸣） 11 月 2 日，镇海区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中心接到了一
个特殊的咨询电话。电话那头是名
外籍人士，一连串的英语，语气很
是着急。

1997 年出生的话务员小周及
时站了出来，她是镇海区 12345 平
台六级专业话务员之一，英语六
级，公共法语四级。

简单交流几句，小周发现外籍
人士想要申领国内的机动车驾驶
证，但不知宁波地区能否为外籍人
士办理驾驶证以及去哪儿申领。

小周在贴心安抚对方情绪的同
时，通过电话一步步引导该外籍人
士向更为专业的部门宁波市车管所
求助，并将市车管所的相关电话号

码 告 知 给 外 籍 人 士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 ”
解决问题有了方向，外籍人士也渐
渐平静下来，并连连表示感谢。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宁波国际
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外
籍人士来甬工作和定居，为宁波这
座城市注入新鲜活力，镇海自然也
不例外。过去几年，该区 12345 平
台每年接到的外语咨询电话数量有
明显增长的趋势。

“国际化城市，需要更多元的
服务。我们将继续紧跟社会需求，
通过着力提高自身服务水平，完善
专业话务员配备等为全市提升国际
化水平积极贡献镇海力量。”镇海
区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中心相关负
责人说。

外籍人士有问题要咨询怎么办？

镇海矛调中心外语服务很贴心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周璐 陈张） 动静绕指尖，光影舞
翩跹。中国的皮影戏是世界上最早
的“动画片”，一张兽皮、一根丝
线、一盏明灯就可以演绎各种栩栩
如生的剧目，让人啧啧称奇。昨
天，海宁皮影戏“走亲”进了宁波
滨海国际合作学校。

孩子们观看了由民间艺人表演
的皮影戏剧目 《采蘑菇》《新愚公
移山》《孙悟空大战牛魔王》《水漫
金山》，只见在半透明的白布后，
来回跳动着雕镂精细、栩栩如生的
皮影形象，剧中角色一会儿腾云驾
雾，一会儿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

变幻莫测，同时在有趣的声效和艺
人生动的语言烘托下，表演栩栩如
生，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精
美的皮影戏，时而欢呼热烈，时而
目不转睛鸦雀无声。

此次皮影戏进校园的传统文化
体验活动，是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
校小学部“少年非遗说”传习项目
的初次实践。该活动由海宁市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北仑区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海宁市文化
馆、北仑区文化馆、北仑区非遗保
护中心承办，旨在让学生在与皮影
艺术的亲密接触中，感受非遗文化
的魅力。

皮影戏“走亲”进了
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

吴 昊

据11月3日
《宁波日报》 报

道，宁波财经学院 2020 级新生近
日收到了来自“时间邮局”的一
封封神秘信件，这些信件是上一
届同一寝室的学姐写给新生的，
信中不仅有对学弟学妹的欢迎，
也有美食推荐、人生经验，还有
以过来人身份对学弟学妹的祝福和
期望。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匆匆的
大学生活，转眼即逝，但留下的美
好回忆不曾忘记。学长学姐写下

“神秘”信件，交由“时间银行”
分送给入学新生，既有着对新生们

的经验介绍，更有着对他们的殷切
期望。同时，学长们在写下这些文
字的时候，想必也是对大学生活的
一次回顾、总结，无论是成功的喜
悦，还是未及的遗憾，都将汇聚在
这些长长的信中。正如一封信中所
言“我们是过去的你们，而你们是
未来的我们！”。

其实，“时间邮局”你我都需
要。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
要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毕竟，总
结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善于总结，帮助他人，
警醒自身，必定能收获一个清醒的
自己，不断实现人生目标。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时间邮局”你我都需要

昨天清晨，蒙蒙的薄雾笼罩
着宁海黄坛的大山。民宿、香榧
林、千年古村⋯⋯一条长约 40 公
里 平 坦 的 道 路 蜿 蜒 进 入 双 峰 山
区，串起了黄坛镇 11 个村，也搭
建起了黄坛致富的道路。

黄坛镇区域总面积 188 平方公
里，“阅尽沧桑千岁榧，饱经风雨
万年桥，一湾溪水自逍遥。”在不
少文人墨客眼里，黄坛双峰是人
来车往、把酒吟诗的好地方。如
今，这里的村民在青山绿水、山
峦叠嶂之间种榧、稼穑，留住了
乡愁，把生活过出了诗意。

先后荣获省级生态镇、省级
森林城镇等荣誉称号的黄坛，也
是宁波市香榧主产区。得天独厚
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品质上
乘的双峰香榧，“山里向”牌香榧
获得农博会优质奖等荣誉。

目 前 ， 又 到 了 香 榧 上 市 季 ，
全镇今年干果量可达 15 万公斤，
香榧产值将达到 5000 多万元，比去年
提高 300 多万元。

黄坛的乡村魅力还引来了不少资
本。“行深客栈”“逐步一号农居”等
10 余个品牌民宿相继落户。“农妇唱
主角，土菜来当家”的农家乐已成为
黄坛镇乡村旅游发展的新特色。

如今，近 3 万的黄坛人在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过程中，积
极打造全域旅游，让人们在这里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奋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