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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钟海雄） 近日，
网友通过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
众留言板再次喊话海曙区横街镇新
沙港河河长：前两年治理的新沙港
河，现在又是老样子了，河道两岸卫
生状况以及河水水质令人担忧。

2019 年 4 月，本报曾经曝光了
这一河道的严重污染问题。当时，
横街镇镇政府立即组织力量对河道
进行了清理。但昨天，记者在现场
看到，整条河面上又漂浮着各种垃
圾,有些区域还有明显的油污，河
岸上还有焚烧过的痕迹。此外，塑
料袋、塑料瓶、横幅、电动自行车
头盔等各种垃圾充斥河道两侧。一
块标注着“甬泉企业”的牌子下
方，几乎堆满垃圾。从振辰机械塑
料厂向东行至洞桥北巷附近水坝，
记者还发现这一段的河水呈现墨绿
色。附近居民说，这条河这样子已
经很久了。

河道边上，记者再次看到了两
年前曾被曝光形同虚设的河长公示
牌。上面的一级河长仍然写着“镇
人大副主席严红杰”。村级河长与

河道警长已更换为应山村书记董国
平与横街派出所民警王哲人。公示
牌明示着河长的职责为“河道管理
保护直接负责人，履行‘管、治、
保’三位一体职责，组织领导相应
河道的管理和保护，对责任河道进
行日常巡查管护，及时发现和解决
问题。对同级相关单位和下一级河
长履职情况进行督导考核”；公示

牌也继续明示着整治目标为“河面
无漂浮物，河道无障碍物，沿岸整
洁无垃圾，沿河排口晴天无排水，
全天无排污。水质符合水环境功能
区要求并持续改善，实现环境优
美、水清岸绿”。

“推行河长制，绝非只是‘竖
立一个公示牌’，必须真正地明确
责任、落实责任、追究责任。”两

年前，网友曾针对新沙港河河道的
脏乱差现象提出这样的期盼，这一
期盼究竟何时真正才能实现？

发现身边不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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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沙港河脏乱差死灰复燃了
网友再次喊话：横街镇新沙港河河长，你在哪里？

部分河面上漂浮着油污和脏物。 （钟海雄 摄） 河两岸到处能看到垃圾。 （钟海雄 摄）

记者 陈敏 通讯员 朱依琼

“我家宝宝刚出生，舌系带看
起来好像有点短，您看要不要剪？”

“我家小朋友马上要上幼儿园
了，话还说不清楚，是不是舌系带
的关系？”

⋯⋯
这段时间，宁大医学院附属医

院口腔科收到了许多来自宝爸宝妈
的咨询。3 月 9 日，该院口腔医学
中心陈伟士主任医师与记者聊了聊
宝宝舌系带那些事。

舌系带，俗称舌筋，即孩子张
开口翘起舌头时在舌和口底之间的
一薄条状组织。那么，如何分辨舌

系带是否短呢？陈伟士告诉记者，
若孩子的舌系带距舌尖小于 3 毫
米，舌体卷起、但舐着上腭及伸出
口外等活动受限，舌尖呈圆弧状、
倒 V 状或 W 状，那可就要注意了。

舌系带短会带来一系列危害。
首先，会影响哺乳。正常吸母乳
时，宝宝是用舌头垫在牙床上吸
奶，可是当宝宝舌系带短的时候，
中间衔接上会出现问题，导致宝妈
喂奶时出现剧痛。其次，虽然舌系
带短不影响宝宝说话的早晚，但是
对一些词的发音是有影响的，特别
是 t、d、sh、ch 等，导致吐字、说
话不清楚。此外，舌是说话、咀嚼
中最重要的肌肉，舌系带过短会导
致舌运动受限，不灵活的舌头做舔
牙等动作比较吃力，因此难以清除
食物残渣和涂布口水，增高龋齿和
牙周病的发病率。由于舌部过于靠
前的附着，还会造成下门牙之间的

牙缝，舌运动受限会导致舌体的肥
大从而造成前牙开合、后牙锁合，
影响进食以及颌骨发育等。

“不过，为舌系带做手术矫正
也只是为孩子纠正发音提供了功能
条件。”陈伟士解释，发音是不是
标准也与发音器官本身功能以及后
天的引导和锻炼有关，所以这个

“锅”，舌系带不能全“背”。
“实际上，舌系带短并不一定

要通过手术来矫正。”陈伟士说，
虽然看起来舌头被舌系带牵拉住
了，但只要没有因为舌系带短导致
哺乳困难，或者舌运动受限导致舌
系带溃疡，就不用着急行舌系带矫
治术。

陈伟士说，因为婴幼儿时口腔
结构还在发育中，舌系带短的问题
会随着发育而改善，不影响语音，
而语音清晰度主要与年龄的增长和
语言的成熟有关，因此，早期行舌

系带矫治术临床意义不大。
那孩子过了学说话的年龄，仍

然发音不清，怎么办？
陈伟士告诉记者，在唇、舌等

构音器官形态正常，听力、智力均
在正常水平情况下，仍表现为发音
不清等构音问题，称为功能性构音
障碍。通常儿童的发音不清即为这
种功能性构音障碍。如果功能性构
音障碍同时伴有舌系带过短，那么
需要采用舌系带矫治术或者舌系带
矫治术后结合语音康复训练。语音
康复训练可以纠正错误发音，帮助
其正确的语言习惯，明显改善发音
现状。语音康复训练的关键是全
面、细致地评估儿童的发音错误音
节及给出正确语音评估结果，这通
常需要专业的语言康复治疗师来完
成。

实际上，在婴幼儿时期，只有
当舌系带过短造成哺乳困难、舌系
带溃疡时才需要即刻行舌系带矫治
术，手术时机越早越好。当孩子有
发音不清，且唇、舌形态正常，听
力、智力正常的时候，则需要通过
舌系带矫治术或者舌系带矫治术后
配合语言康复训练来治疗构音障
碍。

宝宝舌系带剪还是不剪？
听听专家怎么说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李露 程国印）“ 尽 管 旱 情 还
没有解除，我们通过科学调度和
做好护水措施，目前水库向宁波
城区日供水 50 万立方米，保障生
产 生 活 用 水 需 求 。” 奉 化 亭 下 水
库管理副站长吕海峰昨天告诉记
者。

虽然近期连续下了几场春雨，
但很多水库还未完全“解渴”。相
较而言，作为宁波“大水缸”之一

的亭下湖水库情况稍好。根据 3 月
8 日的检测数据，水库实时水位有
71.75 米，实时库容有 5322 万立方
米 ，控制占比 53.22%，与历年同
期相比少 1100 万立方米。

据悉，去年秋冬季起，为应对
旱情，亭下水库管理站未雨绸缪，
科学调度，及时调整优化水库发电
与供水计划，尽最大能力留存好水
源。吕海峰说，面对水位持续降低
状况，管理站的水质巡查和水质化

验 频 次 实 行 “ 双 加 密 ”， 增 派 人
手，提升库面保洁标准，加强应对
突 发 性 水 污 染 事 件 应 急 处 置 能
力，确保水库水质始终保持在Ⅱ
类水标准以上，让市民喝上“放
心水”，“本月初，管理站还组织
志愿者，向周边村民大力宣传节水
护水知识”。

通过宁波市水库群联网联调
西线工程亭下调节站，亭下水库
目前向桃源水厂、毛家坪水厂和

江东水厂供水，日供水量 40 万立
方米，有力缓解了白溪、皎口等
水库的供水压力，同时通过发电方
式向奉化日供水 10 万立方米，确
保水库下游群众生活用水需求。吕
海峰介绍，“按照目前的供水量，
即使后期没有有效降雨，水库还
可向宁波市区持续直接供水两个
多月。若旱情仍不能缓解，也能
通过水库底孔放水，向水库下游供
水约 1800 万立方米”。

亭下水库向宁波城区日供水50万立方米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百岁老人历经百年风雨，是中
国历史的见证者。昨日，在余姚市
阳明街道姚驾桥村顾盼桥自然村，
前来该村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老方
桥小学的学生聆听百岁老人杭积梅
追忆往昔，讲述百年历程，深切表
达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新中国美好
生活的赞美。通过当天的活动，学
生们对新中国的巨变有了更深刻的
体会和感受。

（唐严 朱剑庆 摄）

见习记者 孙雨萱 通讯员 林琰

将楼梯间防火门换成可上锁的
普通木门，这是高层住宅小区中时
有发生的现象。这一行为看似增加
了便利性，却不利于人们在火灾中
逃生。昨日上午，海曙消防救援大
队联合区住建局抽查海曙某小区的
消防设施，现场进行防火门切割等
检测实验，让大家认识小区消防设
施的重要性。

检查环节，消防检查人员示范
了区分防火门真伪的方法——检查
防火门的合格证、产品铭牌、红色
S 标志、是否安装闭门器、是否可
扫码查看身份标识等。

以上检查皆为开胃小菜，实验
检测才是此次检查活动的主菜。消
防检查人员带领小区施工人员现场
切割防火门和普通木门的面板，通
过对比，让大家直观地了解防火门

的结构及功能——普通木门以可燃
木料为框架，内部基本为空心结
构；防火门则由胶合板、防火板、
阻燃门芯、密封条等结构组成。

消防检查人员告诉记者：“发
生火灾时，这些材料可以延长门的
耐火时间，构建一个特定的防火分
区，减缓火势蔓延的速度，为人员
疏散赢得宝贵的时间。”同时他强
调，防火门如果耐火极限、隔热性
能不达标，便会影响人们疏散逃
生；如果被换成可燃木门，甚至可
能成为火灾的“帮凶”。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为了
私密性、美观性、便利性，将防火
门拆除改装成可上锁的普通门或将
常闭式防火门处于常开状态等做法
绝不可取。防火门是隔绝住宅和逃
生通道的“生命门”，关乎每个人
的安全，不可擅自拆除更改，也不
可以处于常开、常锁状态。

消防现场实验结果显示：

防火门即“生命门”
不要任意拆改

记 者 蒋炜宁
通讯员 郑时玲 蔡 波

击剑、滑板、攀岩、皮划艇、
轮滑⋯⋯这些洋气的时尚运动正在
江北校园里悄然兴起。“三大球、
羽毛球、游泳等传统体育项目在江
北校园已经落地开花，不少学校结
合自身资源和优势，开始将触角伸
向一些前沿的运动项目，主要也是
满足不同青少年在运动兴趣上的多
元化需求。”昨天接受采访时，江
北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正是看到学生潜在的发展需
求，本着培养全面发展又彰显个性
的阳光少年，江北区教育局在“十
四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出了

“阳光少年 510 工程”，培养“风一
样的阳光少年”的体育教育目标。

规划中，除了要继续做强田
径、游泳、三大球、羽毛球、传统
武术等“传统 10 项”优势项目之
外，还结合该区各校已开展的前沿
项目确定将要打造的体育特色新

“时尚 10 项”。“时尚 10 项”包括：
击剑、高尔夫、皮划艇、棒垒球、
滑板、小轮车、飞盘、攀岩、轮
滑、皮艇球等。

目前，该区内有 20 余所中小
学已开展相关时尚运动，这些学校
自带“硬核”场馆，比如：宁波市
惠贞书院中学部、江北外国语学
校、宁波福山正达外国语学校建有
击剑馆；宁波至诚学校拥有世界级
滑板赛道 SBSX 滑板基地、高尔夫
场地；江北区育才实验学校建有攀
岩馆；宁波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开

展高尔夫、棒垒球等活动，并利用
游泳馆开展皮艇球运动；江北区实
验小学、洪塘中心小学、洪塘中学
开展轮滑运动已有数年，江北区中
心小学开展棒垒球运动⋯⋯

“这学期我们还将对区内 20 所
学校做进一步的飞盘教学，这个项
目上手容易，很受学生欢迎。”昨
天，江北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些学校是“时尚 10 项”的
前期试点学校，他们本身就具备一
定开展基础，学生从兴趣变热爱，
也收获了喜人的成绩。宁波上海世
界外国语学校在宁波市首届青少年
棒垒球比赛中荣获 U10 组团体一
等奖，江北区实验小学学生获轮滑
全国冠军，宁波至诚学校承办中国
青少年 U 系列滑板巡回赛并获佳
绩⋯⋯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逐步
向其他学校铺开合适的项目，并逐
步纳入区级校园联赛中。

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开创兴趣
化、多样化的学校体育学习模式，
江北区教育局还依托江北丰富的体
育资源，发挥教体合一的体制优
势 ， 利 用 奥 体 中 心 、 中 体 sports
城、市小球中心、市水上运动学
校，校内校外联动，推进“一生一
技”，帮助学生至少掌握 1 项体育
技能。

据悉，江北区教育局实施“阳
光少年 510 工程”，主要包括建立
10 个体育技能训练基地，引进 10
名国家级以上退役冠军作为启蒙教
练，开展 10 项校园联赛，做强体
育“传统 10 项”优势项目，打造
特色新“时尚 10 项”项目。

培养“风一样的阳光少年”

江北校园
兴起10项时尚运动

百岁老人
讲述百年历程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董
美巧 王翀） 据悉，随着春游赏花
季的来临，宁波植物园的花海也迎
来了赏花高峰期，为方便市民出
行 ， 宁 波 市 公 交 集 团 从 3 月 6 日
起，恢复特 2 线的运营，并增加一
条特 3 赏花专线。

两条特色假日赏花专线根据宁
波植物园的客流量需求，自 3 月 6
日起，每逢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运
营，运营周期至 5 月 30 日止，票价
为 2 元一票制，IC 卡通用。

特色服务线运营期间，宁波市
公交集团将安排专人进行客流量观
测，并储备机动运力，若出现乘客
出行需求大的情况，将视实际情况

增加班次。
错过了特色服务线的市民也不

用担心，宁波植物园的常规公交线
路有 37 路、310 路、346 路、379
路、382 路、387 路、399 路、386
路等公交线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求选择乘坐。

在接下来适宜市民出行的季
节，宁波市公交集团也将一如既往
地根据季节时令、市民出行热点等
情况，陆续恢复、推出其他公交特
色服务线路。

进入旅游季节，前往景区人数
持续增加，宁波公交集团提醒乘
客，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乘车时
请佩戴口罩，上下车有序排队。

春花含苞待放

赏花公交线路等你来

宁波市公交集团镇海公司特色赏花专线的驾驶员给车厢里挂上绿叶、
花藤等装饰物，营造浓浓的春天气息。 （张燕 董美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