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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董惊鸿
通讯员 何彦浩 胡瑾中

天微微发亮，余姚阳明街道丰
南村毛家 19 号小天井里，一位 87
岁的老人已经忙开了，生炉子、打
水、洗衣服、准备早饭，给儿媳妇
洗漱、喂饭，这是老人 25 年来每
个早晨重复的动作。

这位老人叫黄爱娣，本该颐养
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她，却用一
颗善良、宽厚的仁爱之心，20 多
年如一日地照顾卧病在床的儿媳。

“我都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照
顾她，她穿衣、吃饭困难时，我帮
她一把，她生活不能自理，我就照
顾她吃喝拉撒。”黄爱娣说。尽管
老人看上去身子骨还算硬朗，但毕
竟已年近九旬，体力明显有些跟不
上了。老人说她现在给儿媳换个便
盆都很困难，照顾儿媳也越来越力
不从心了。

被照顾的是老人的小儿媳，长
得白净圆润。今年 51 岁的她，在
被问到她婆婆好不好时，会大声用

余姚话说：“好咯！”
黄爱娣育有三儿一女，小儿

子倪国华，早年做泥工时摔伤了
脊 椎 ， 落 下 了 直 不 起 腰 的 后 遗
症，后来在别人的介绍下，他结
识了一个来自贵州的姑娘。1990
年，两人结为夫妻，两年后，妻

子生了一个儿子。本以为小两口
的日子会过得越来越美满，变故
却不期而至。

“起初，我们不知道她患有癫
痫。”老人说，有一天，她的小儿
媳去河边洗衣服，不知怎么，就躺
在河边大哭。当时，黄爱娣的老伴

和两个儿子跑过去连背带扛，将她
送去医院。苏醒后，家里人才知
道，原来她患有“羊癫风”。

小儿媳虽然一直在吃药，但每
当干活累了，就会旧病复发，出现
丧失意识、大声尖叫等症状，甚至
还会打人、摔东西。倪国华说，妻
子从 1995 年开始发病，后来连上
班也上不了，生活也不能自理了，
从那时起，他妈妈就开始照顾她。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儿媳的精
神疾病越来越重，被医院诊断为精
神分裂症，走路也开始跌跌撞撞，
有两次不慎摔断了腿，后来就只能
躺在床上休养了。

黄爱娣每天陪伴在小儿媳身
边，在烧好一日三餐的同时，还给
她洗脸、擦身子，照顾她的大小
便。小儿媳发病时经常一连几天不
肯吃饭，或将饭碗掀翻，黄爱娣总
是心平气和地劝解她，就算被咬伤
手指头，也不跟儿媳计较，有时心
里实在难受，跟儿子倪国华说几句
也就过去了。

黄爱娣 20 多年如一日地照顾
着重病的儿媳，不离不弃，无怨无
悔，街坊邻里称赞她是一位难得的
好婆婆，老人的大儿媳也将其看作
是学习的榜样。

余姚好婆婆照顾卧床媳妇20多年

黄爱娣老人照顾小儿媳。 （吴晶晶 摄）

通讯员 叶晶晶 张超静
记 者 厉晓杭

沿着弯弯曲曲的老弄堂，一眼
看到拐角处的袖珍花园：砖块错
落，垒成一个小花坛，摆满了大大
小小的绿植；斑驳的木门上贴上了
红红的福字，成功地吸引了上学路
上的小朋友；草花正灿烂地开放
着，春意浓浓⋯⋯

“ 这 是 我 认 领 的 墙 门 ‘ 微 景
观’，几盆草花非常好养活，颜色
也好看。我自己认领的，以后可得
做好日常养护。”前天，老党员黄
汉宁看着自己刚布置一新的“微景
观”自豪地说。

为助力美丽城乡建设，提升墙
门居住环境，芦南社区开展了“党
员认领墙门‘微景观’”活动，由
一个党员认领一个墙门内“微景
观”，对其进行养护，以实际行动
为美丽社区出一份力。黄汉宁是

“万盛里”墙门的老居民，听说社
区要进行“微景观”认领，他第一
时间报了名。退休后的他闲来无事

就喜欢在家里种些花草。他在墙门
内的院子里开辟了一小块地方，布
置了一处春意盎然的“微景观”，
每天浇水、除草，精心养护。“家
门口的环境变美了，住着也舒心
多了。这些红艳艳的花朵，让破
旧的小院重新焕发了活力。我经
常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让小姐
妹们也羡慕一下我的生活。”居民
殷翠娣说。

这些花花草草背后是老墙门的
居民对生活的热爱。算不上精致，
但胜在干净、整洁，符合老弄堂的

“调性”。这是柴桥街道社区环境微
改造计划的第一个“作品”，像老
墙门这样的“微景观”在柴桥街道
还有不少。

“我们计划在每一个墙门内推
行党员认领‘微景观’，并制作标
识牌，注明负责人姓名等基本信
息，发动党员带头，让更多的居民
参与其中，通过微景观、微治理、
微提升放大辐射效应，让居民成为
美丽城乡建设的参与者。”芦南社
区党委书记江雁介绍。

老墙门微改造

柴桥古镇悄现精美“微景观”

老墙门里的“微景观”。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尹霞 陈晶金） 化妆品和护肤品对
于众多爱美的女性而言，是生活中
的“刚需”。而假冒伪劣的美妆用
品，不仅无法起到美容护肤的作
用，还可能危害重重。前天，北仑
海关对一起美妆用品涉嫌侵权的案
件展开调查。

据了解，北仑海关查验关员在
对某公司申报出口到阿联酋的一批
仿真树、塑料地垫、不锈钢茶壶等
货物进行查验时发现，货物中有

“BENEFIT” 商 标 的 粉 底 液 、
“MAC 及图”商标的面膜、“ES-
TEELAUDER”（雅诗兰黛） 商标
的粉底液等货物。经过仔细清点，
该关发现了 6 个品牌的美妆用品，
数量共计 5900件，按正品价值算约
50万元人民币。经联系商标权利人
确认，这批货物均为侵权假冒货物。

宁波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以来，宁波海关累计查获侵权美
妆用品 100 多万件，处罚金额 400 多
万元。

去年以来宁波海关查获
侵权美妆产品100多万件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汪辰卉） 前天，奉化区 H 型高血
压与脑卒中防控惠民项目在松岙镇
启动，为该镇高血压患者提供全面
医疗援助。

松岙镇地处偏远沿海地区，人
口老龄化问题突出，是高血压病的
高发区。截至去年底，全镇高血压
患者数为 1226 人，发病率远高于
奉化区平均水平。为此，松岙镇与
奉化区卫生健康局、区慈善总会、
宁波奥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部门
联合开展 H 型高血压与脑卒中防

控惠民项目。
据悉，项目启动后，松岙镇全

体居民将接受免费的高血压筛查，被
确诊为高血压的患者进一步接受同型
半胱氨酸检测，筛选 H 型 （高同型
半胱氨酸血症）高血压患者，并为他
们统一建档、签约，制定个性化干预
计划，使患者血压达标、稳定、可
控。所有高血压患者纳入城乡居民医
保慢病管理。同时，项目还将为特殊
困难的 H 型高血压患者提供医疗援
助，免费发放药物，提供心理、生
活、情感等全方位的关心和照顾。

奉化启动H型高血压
与脑卒中防控惠民项目

楚天舒

又是一年
春光好，绿化
造林正当时。

能亲手栽种寓意绿色和希望的树
木，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但由于受要么没有时间种树、要么
没有地方栽种的约束，加上眼下仍
是疫情防控期间，仍有很多人游离
于亲手植树的义务之外。相关数据
显示，全国有近半数适龄公民没有
履行植树义务。笔者以为，为城市
添新绿不妨创新植树模式，可以推
行“互联网+植树”形式。

所谓“互联网+植树”，就是
通过短信或网络报名参加相关机构
的植树活动，自己不需要到现场进
行栽种，而是从活动中认领一棵或
几棵树苗，然后以捐赠或者赞助的
形式，提供一定的栽种及维护费

用，让专业机构代替自己种树。这
样不仅可以消除空间、时间上的限
制，使一些公务繁忙的市民为植树
绿化贡献一份力量，而且能让植树
环保成为一种生活的新风尚，激发
参与人员的积极性，从而真正实现
全民义务植树的局面。

更 重 要 的 是 ，“ 互 联 网 + 植
树”还能够丰富造林资金来源，避
免植树造林流于形式。每年植树节
前后，为植树节而植树、“造绿”
但不“护绿”的思想普遍存在于一
些人的潜意识里，而失去了绿化环
保的本意。推行网络认领植树，表
面看种的是“假树”，却能把捐赠
资金聚集起来，让专业团队和林农
进行实地植树，促成“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也就更能提高成活
率，强化后期护绿成效。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添新绿不妨创新植树模式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冯
叶） 省“三改一拆”办和浙江省交
通厅近日联合公布了 2020 年省级
特色精品道路和绿化美化精品道
路。鄞州区鄞城大道、象山县象西
线、海曙区庄顶公路、东钱湖韩天
线、慈溪市横筋线、北仑区大昆线
等 6 条公路，获评 2020 年省级绿化
美化精品道路，其中鄞城大道和象
西线，同时被评为 2020 年省级特
色精品道路。

随着一批精品道路的出台，我
市路域环境整治不断深入，交通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美丽浙江建设要
求，加大公路巡查养护力度，推动
创建路况良好、路面整洁、路容优
美的美丽走廊，同时加强与“三改
一拆”办等部门联动，开展公路沿
线环境专项整治，打造出一批建设
水平高、管理养护好、示范带动
强、特色创意新的美丽生态特色精
品道路。

为更好地开展全市路域环境整
治，解决路域环境排查过程中的

“死角”“盲区”等问题，市公路与
运输中心引入“无人机”参与问题
排查，特别是对乱堆乱放、绿化缺
失、非法道口搭接、违章建筑等问题
进行清晰反映，改善人工调查工作量
大、时间长、口径不统一等问题，加
强整治过程管理，取得了良好效果。

我市涌现一批美丽生态特色精品道路

通讯员 胡丛 王禹
记 者 黄合

昨天，不少沿着北仑渡头董停
车场后面小路步行的人，欣然发现
路旁曾经的垃圾、碎石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一排刚刚种下的果树，
迎着微风，生机盎然。

仔细一问，才知道前天是植树
节，北仑小港街道团工委、宁波职
业技术学院建工学院团委和渡头董

社区团支部组织了一批青年志愿
者，在这里播种下了一片“绿色”。

渡头董社区是个典型的农村
和工业混合型社区，企业多为小
微企业，企业多、职工多，环境
治理难度大。特别是社区停车场
靠近的是一段铁路桥，因为有政
策 限 制 ， 桥 下 不 能 建 造 任 何 建
筑，闲置的空地反而堆满了建筑
垃圾、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俨然
成了个“垃圾场”。

“过去，每个月我们都组织志
愿者来这里清理垃圾，可是清理一
次，下次来还是堆满了垃圾，来来
回回就成了死循环。”渡头董社区
党支书书记郑蕾说，为了彻底解决
这个问题，今年社区在政策允许
下，开展园区环境提升工程，在停
车场后面的空地种下果树，周边架
上围栏，压缩垃圾倾倒空间，争取
把“垃圾场”变成“植物园”。

水蜜桃、红美人、翠冠梨⋯⋯

短短一下午时间，30 余名青年志
愿者就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挖
坑、运苗、填土、浇水，把 30 余
棵果树全部种植完毕。

“下一步，我们还将维护好这
个植物园，利用假日学校、社会实
践的活动品牌，请青年农民和青年
职工来植物园参观、学习，在他们
心田也播下一片‘爱绿、种绿、护
绿’的种子，共建我们的美丽家
园。”郑蕾说。

青年志愿者助力

“垃圾场”变身“植物园”

记 者 陈 敏
通讯员 谢美君 赵 宇

同是慢性肾病患者，为什么有
的短时间内就转成了“尿毒症”，
而有的安然度过了 20 多年仍好好
地活着？3 月 11 日是第 16 个世界
肾脏日，鄞州二院 （宁波市泌尿肾
病医院） 肾内科学科带头人包蓓艳
主任医师特别提醒广大慢性肾病患
者：一定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
备，即便病情好转，也应严格遵医

嘱，切不可盲目增减药物或停药，
以免病情复发甚至加重。

说起因为不遵医嘱而导致严重
后果的病例，让包蓓艳印象最深刻
的是年轻的患者蔡女士。蔡女士年
仅 27 岁，在一次常规体检中查出
尿蛋白异常，到肾内科进一步检查
后，医生发现她不仅尿蛋白 3+，
血肌酐也有 130umol/l，最终诊断
为“IgA 肾病”。

一时难以接受病情的蔡女士，
此后辗转就诊于宁波多家医院，甚
至多次赴南京求医问药，但得到的
是相同的结论，她这才慢慢接受了
现实。对症治疗 10 个月后，复查
尿蛋白成功转阴，血肌酐也得到了
较好的控制，病情趋于稳定。

蔡女士看到指标好转，便慢慢
放松了警惕，医生嘱咐一个月复查
一次，她却隔三五个月才复查一
次；医生嘱咐“一天服药 3 次，一
次 4 片”，她却自作主张改成“一
天 3 次，一次 2 片”；甚至还有个别
用药她问都没问医生，就擅自停用
了⋯⋯就这样，一段时间后，她突
然出现颜面及双下肢浮肿伴胸闷不
适，再次前往医院就诊，经过检
查发现，原先已转阴的尿蛋白再
次 出 现 ， 此 时 血 肌 酐 已 高 达
757umol/l， 同 时 伴 有 电 解 质 紊
乱、贫血等症状，医生当场诊断为

“尿毒症”。得知这一切，崩溃的蔡
女士后悔不已。

“像蔡女士这种因不遵医嘱而病

情复发或加重的患者临床上不在少
数。”包蓓艳主任说，慢性肾脏病是
全球最常见慢性病之一，我国成人
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10.8%。慢性
肾脏病病程长，大部分病友需定期
复查并长期服药，盲目停药或擅自
调整药物剂量都不可取，会影响疾
病治疗，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包蓓艳表示，筛选早期肾病的
主要指标是尿常规、尿蛋白定量、
血清肌酐检测以及双肾 B 超检查，
通过几十元钱的检查，就能及早发
现。一旦被确诊为慢性肾病，千万
不要讳疾忌医耽搁病情，也不能因
为病情好转而随意停药，一定要配
合医生接受正规治疗，以免失去挽
救肾脏功能的最佳时机。

年轻女患者擅自调整用药导致“尿毒症”
医生提醒：肾病患者一定要定期随访、严格遵医嘱

获评2020年省级特色精品道路和绿化美化精品道路的象西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