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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回复精选

NINGBO DAILYA8 e眼关注/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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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傅钟中

去年 12 月 30 日，寒潮来袭，宁
波气温骤降，但坚守岗位的甬城建
设者的心中却是暖暖的。

入冬以来，甬城气温骤减，但各
个市政项目的建设者坚守岗位、日
夜奋战，确保了各项目的顺利推进。
为感谢坚守岗位的甬城建设者，民
生 e 点通岁末“温暖列车”开进世纪
大道快速路（东明路——永乐路）工
程工地，为奋战在建设一线的百位
工人送上新年礼包。

陈大哥从志愿者手中接过礼物

时，连声感谢。他说，他来宁波才半
年，却爱上了这个城市。“城市环境
很干净，人都很友好，我要回去告诉
老乡们，让他们都来宁波。”

吴大哥在看到新年礼包的时
候，开心地拿出手机拍照，并发了朋
友圈。他笑着说，没想到在宁波还能
收到新年礼物，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我告诉大家这是宁波的朋友送的。

王大哥和五六个老乡一起，从
河南来宁波打工。王大哥拿到大礼
包后没有像其他工友一样迫不及待

地打开，而是擦了擦包装盒抱在怀
里。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要把这个
给我老家的妈妈，我妈的锅、碗都用
了几十年了，脏了破了也不舍得扔。
我把这个来自宁波的礼物送给她。”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宁波市住
建局以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有限公
司等企业的爱心支持。

（张璐 钟海雄 仇龙杰 傅
钟中）

致谢甬城建设者

百位工人收到新年礼包

名医网上义诊、新年礼包大派送

民生e点通“温暖列车”如期而至

去年 12 月 30 日，民生 e 点通岁
末“温暖列车”的首项网上福利——
名医义诊开始派送。当天 14 点至 17
点，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甲
乳外科吴伟主主任坐诊中国宁波网
民生 e 点通微信，回答网友疑问。

上周一，本报刊发了吴伟主主
任网络义诊的通知，短短两天，民
生 e 点通共收到了近百位网友的咨
询。记者把这些问题汇总、整理
后，由吴伟主主任一一解答。

名医义诊福利还将继续派送。
参与线上义诊的专家将涵盖心胸外
科、甲乳外科、消化内科、内分泌
科、眼科、儿科、不孕不育科等，
敬请期待。

在此，记者选取了部分大家关
心较多并具有普示意义的问题，与
大家共享。

一、乳癌手术后要注意什么？
复发转移的风险才会低一些？

吴主任：关于乳癌治疗，手术
和放化疗都是短期处理，其术后
2-3 年，患者会面临一个复发转移
高峰，5-6 年又是一个小高峰，之
后复发转移的风险会低一些，但依
然存在。根据李惠利甲乳外科这些
年的随访数据，乳癌患者要在术后
降低复发转移风险最好能做好以下
几件事。

1、术后坚持标准的内分泌治

疗。离开医院后自行停药、不按时
复诊，非常容易导致疾病复发甚至
危及生命。

2、定期进行乳腺钼靶、胸部
CT 检查。术后 1—3 年间为复发高
峰期，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淋巴、
骨、肝、肺。接受内分泌治疗的患
者，还应定期接受骨密度和妇科检
查。

3、在身体状况日渐复原的情
况下，回归社会，并建立良好的家
庭关系和社会关系。

4、 康 复 期 应 注 意 饮 食 多 样
化，避免含高雌激素的食物，如蜂
王浆、雪蛤、胎盘素、蜂胶，以及
高脂肪的红肉、加工肉、全脂牛
奶、蛋糕、甜品、糖果等。

5、 成 功 度 过 关 键 的 前 五 年
后，仍存在复发的可能 （尤其是激
素阳性者，复发高峰延迟到了 8 年
左右）。因此，不能放松警惕，每
年仍需按时复查。

二、乳腺有问题，检查是做B
超还是钼靶？结果如果显示乳腺钙
化，要治疗吗？4A纤维瘤要怎么
处理？乳腺结节有少许血流，危险
吗？男性也会得乳腺癌吗？

吴主任：如果是 40 岁以下年
轻女性，做 B 超就够了。钼靶与 B
超不能相互替代，40 岁以上女性
第一次检查时，建议钼靶、B 超一

起做。钙化分很多类型，需要结合
B 超处理。纤维瘤容易复发，4A
纤维瘤病人有 90%是良性，但建议
微创手术治疗。乳腺结节血流得看
是在周边还是肿瘤中央，如肿瘤中
央有血流，必须处理，在周边的可
随访。男性也会得乳腺癌，其发病
率占乳腺癌总发病率的 1%。

三、很多年轻人现在得了甲状
腺癌，这个病能预防吗？能治愈
吗？甲状腺全切对生育是否有影
响？甲状腺癌不治疗可以吗？碘

131辐射危害有多大？
吴主任：甲状腺癌无法预防，

大多数病人是预后较好的乳头状
癌，90%病人能够治愈。

吴主任：对生育功能没有影
响。甲状腺癌会转移，每年也有因
甲状腺癌死亡的病例。所以，甲状
腺癌必须治疗。碘 131 半衰期为七
天。半个月内，如家庭有婴幼儿，
建议不接触。同时，与其他家人保
持 1 米左右的安全距离。

（张璐 钟海雄）

甲乳专家义诊近百位网友
这些甲乳健康知识与您分享

图①②：坚守岗位的甬城建设者。 （仇龙杰 摄）

图③：志愿者为甬城建设者送上新年礼包。 （傅钟中 摄）

吴主任在线解答网友疑问。 （钟海雄 摄）

相关链接
世纪大道快速路 （东明

路-永乐路） 工程是在现状东
昌路 （329 国道） 和望海南路
基础上进行的快速化改造，南
起江北区规划东明路 （亿家居
建材陶瓷城） 以南，北至镇海
区永平路，全长约 4.2 公里，
自南向北依次与东明路 （规
划）、兴甬路、聚兴路、329
国道、庄市大道、逸夫路、北
外环、永茂路、永和路、永乐
路、永平路相交；采用主线高
架+地面辅道的建设形式，其
中主线高架标准断面 25.5 米，
双向 6 车道；地面辅道标准断
面由现状44米拓宽至60米，双
向6车道+两侧机非混行道；设
置世纪大道-北外环互通立交
1 座，上下匝道 2 对（分别位于
东明路、永平路）；高架设计速
度每小时 80公里，上下匝道和
互通立交匝道设计速度每小时
40公里至 50公里，地面主车道
设计速度每小时 50公里、辅车
道设计速度 40 公里/小时；同
步实施北区污水处理厂二期污
水干管、给水、雨水、电力、
燃气和综合通信等管线工程，
以及景观绿化工程。项目于
2019 年 9 月 22 日 开 工 建 设 ，
根据项目总体建设计划安排，
于2021年底建成。

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快速
路节点，实现现状道路与快速
路网的高效衔接，同时强化与
宁波绕城高速之间的沟通，为

“甬舟一体化”推进提供助
力，方便沿线市民交通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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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岁末年初，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温暖列车”都会如约开启，为甬城市民送去温暖。上周，“温暖

列车”开进世纪大道快速路工程，为坚守岗位的甬城建设者送上新年大礼包，“温暖列车”还开启网络专列，

邀请甬上名医网络义诊。接下来，“温暖列车”还将给大家送去更多温暖与福利，敬请期待！

小学期未考和寒假
时间确定了吗

网友“开心每一天哦”：想提前
知道宁波小学今年期末考试时间和
放寒假的时间。

市教育局：2020-2021 学年第
一学期，小学、初中定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学期结束，2 月 1 日放假；普高、
职高（技校）定于 2021 年 2 月 3 日学
期结束，2 月 4 日放假。考试时间由
属地教育部门自定。2020-2021 学
年第二学期，小学、初中、普高、职高

（技校）定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开学。

江北企业超百人年会
可以举办吗

网友“琳子88”：我们在江北洪
塘，计划于2月份举办企业年会，估计
参会人数超过100人，请问允许吗？

江北区：根据中共宁波市委办
公厅“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大型会议活动管理的通
知”，严格落实大型会议活动主体责
任，按照“谁举办谁负责”的原则，严
格控制大型会议活动数量规模，原
则上不举办大规模聚集性会议活动，
严格执行疫情常态防控措施。当前，
境外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国内多地相
继发生本土疫情，疫情传播风险上
升，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面临压力。
同时，根据宁波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要求：切实减少“两节”期
间人员流动和聚集。因此，建议企业
不要举办大型人员聚集活动。

探望父母的假期
可以拆分吗

网友“莫失”：《国务院关于职工
探亲待遇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已婚
员工探望父母每四年给假一次，时
长为 20天。我市机关单位职工和父
母不在同一个省份的，能不能分开
休假？

市人社局：探亲假原则上不能
分期使用，但如果确因工作需要，经
所在单位领导批准，可分两期回家
探亲，但往返的路费每年只能报销
一次。

2021年工会消费扶贫
还会继续吗

网友“宁波会更好 123”：2021
年是否还会继续开展消费扶贫行
动？

市总工会：根据 2018 年宁波市
政府常务会议决定，我市职工消费扶
贫政策只实行两年。目前，中央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已如期全面完成，2021
年是否实施职工消费扶贫政策，市总
工会将根据中央、省、市委市政府的
最新决策部署及时调整相关政策。

邵家渡大桥
计划2022年开建吗

网友“timfeng324”：邵家渡大
桥计划2022年开始建设吗？

市国资委：邵家渡大桥及接线
工程已完成工可批复、初步设计会
审及土地报批等工作，目前正与属
地政府积极协调对接房屋拆迁、征
地补偿等前期工作，待建设条件成
熟，力争在 2022 年开工。

广德湖路与南环高架互通
能否按期完工

网友“nbszj”：广德湖路与南环
高架互通按原计划是春节前通车，
能按期完工吗？

鄞州区：目前，项目部正按照计
划稳步推进，春节前具备通车条件。

鄞县大道提升改造工程
开始了吗

网友“homers”：鄞县大道提升
改造工程开始了吗？下穿甬台温高
速路段何时进场施工？该下穿段是
否为双向八车道？

鄞州区：鄞县大道改造提升工
程下穿甬台温高速路段设计为双向
六车道，目前已进场实施，路侧围挡
已围护完成。

环城南路西延
什么时候可以通车

网友“382749667”：急盼环城
南路西延至联丰中路早日通车！

市住建局：环城南路西延工程
目前已完成薛家南路至联丰路南侧
部分，正全力施工联丰路口，春节前
将基本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将视交
警及相关部门意见决定是否通车。

宁波儿童公园
什么时候完成改造

网友“千里眼天眼”：地铁三号
线儿童公园地铁站、四号线儿童公
园地铁站已经全部对外运营，请问
宁波儿童公园什么时候完成改造？

市住建局：地铁 4 号线儿童公
园站基本建成，儿童公园正式闭园
升级改造，施工期限约 570 天。

余姚城际铁路
中间站建设得怎么样了

网友“八厘米蓝”：请问城际铁
路到宁波的中间站现在建得怎么样
了？

市发改委：城际铁路余姚至宁
波段规划建设慈城、三七市、丈亭、
牟山四个中间站，相关站点均已完
成技术方案审查。目前，正抓紧推进
建设方案审批、资金筹措等相关后
续工作。

机场四期扩建
进度如何

网友“海西居民”：请问机场四
期扩建进度如何？计划什么时候开
工建设？

临空经济示范区：机场四期工
程 目 前 正 在 推 进 前 期 工 作 ，力 争
2021 年底开工，具体还要根据项目
批复的情况而定。

1688青年广场
什么时候可以开业

网友“菁菁 ghjkl”：庄市开元
1688青年广场何时开业？

镇海区：经向开发商了解，1688
新青年广场计划 2021 年 5 月开业。

南站里商街
什么时候开业

网友“zezery”：地铁 4 号线已
通，南站里地下商街何时开业？

海曙区：南站里正在招商签约
中，预计岁末年初开业。

地铁5号线建设
进展到哪一步了

网友“445556778”：请问地铁
5号线现在进展如何？

市轨道交通指挥部：5 号线一
期 22 座车站主体全部结构封顶，区
间盾构正在推进中，轨道正在铺设
中，经堂庵跟车辆段各单体施工中。

（海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