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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傅芝芳 记
者王博）“这坐垫真不错，外观
白色不吸热，内层材质还是清凉
型的。”昨天，宁波顺丰快递小哥
付沛友收到一份特殊的夏日礼
物：宁波瑞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捐赠的1万个清凉坐垫，送给包
括付沛友在内的1万名快递小哥。

在这个盛夏季节，无数快递
小哥依旧坚守岗位，奋战在烈日
下。电动自行车是很多快递小哥

收派快件的主要交通工具，但电
动自行车坐垫大多是黑色的，吸
热性强，在太阳下兜上一圈就被
晒得滚烫。

此次捐赠的清凉坐垫，由特
殊材质制成，对太阳热量几乎不
吸收，同时能高效地将物体热量
向外辐射传导，实现零能耗降
温。据测试，车座使用坐垫前的
温度是 64.4℃，使用坐垫后不到
10 分钟，温度就下降到 31.5℃。

为快递小哥送清凉

爱心企业
捐赠万个黑科技坐垫

记 者 董惊鸿
通讯员 张海峰 陈泽鼎

20 元、50 元、100 元、800
元⋯⋯816 名爱心人士通过象山
县慈善总会“公益宝”慈善医疗
众 筹 项 目 平 台 ， 捐 款 4.5 万 多
元，这场持续的爱心接力，让失
聪女孩俞东鸳的耳蜗植入手术有
了希望。

今年 11 岁的俞东鸳身世坎
坷 ， 6 年 前 ， 她 的 父 亲 离 家 出
走，母亲也在两年后带着年幼的

妹妹离开，小东鸳只得跟着爷爷
奶奶相依为命。三年前，俞东鸳
去镇上为奶奶买药，由于雨后道
路湿滑，途中不慎滑倒，头部摔
在了地上。但懂事的小东鸳不想
让爷爷奶奶担心，便忍着疼痛回
了家，也没向家里提过一句。最
近，爷爷奶奶觉察到与她沟通困
难，怀疑孩子的耳朵出现了问
题。问明原因后，爷爷奶奶带着
她辗转多家医院后才得知，小东
鸳的左耳已经完全失聪了。

医生告诉两位老人，小东鸳
需要通过手术植入人工耳蜗，否
则会连带影响到右耳的听力，导
致双耳失聪。而一次耳蜗植入手
术的费用在 12 万元左右，让这
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孩子很懂事，曾对我说，奶奶，
手术费太贵，我还是不治了。”想
起孙女俞东鸳之前一直挂在嘴边的
话，56 岁的朱金亚不觉哽咽。她
说，虽然孩子这么安慰他们，但她
感觉到孩子的内心还是十分渴望做
耳蜗移植手术以恢复听力的。

好在象山县慈善总会在西周镇
走访了解情况后，立马在县慈善总
会“公益宝”发起慈善医疗众筹项
目，爱心人士纷纷捐钱献爱心，有
人还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信息，呼吁
寻求更多人参与慈善活动。经过一
天一夜发酵，557 名爱心人士参与
捐赠献爱心活动，累计捐赠金额
32690 元。截至记者发稿前，平台
显示已有 816 名爱心人士参与捐赠
献 爱 心 活 动 ， 累 计 捐 赠 金 额

45171.48 元。
看到这么多好心人为小东鸳捐

款，俞东鸳的爷爷俞定尚十分激
动，他高兴地说：“孩子的耳朵治
好有希望了！东鸳没有得到父母的
关爱，我们两个老人也有心无力，
无法帮她太多，真的十分感谢这么
多爱心人士关爱她。我现在就希望
能够早点安排手术，尽早治好我孙
女的病。”

“美丽的世界里有各种动听的
声音，不管是滴雨、流水、鸟叫、
蝉鸣，或者笑声、哭声、妈妈的呼
唤声，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拥抱
这个世界。”县慈善总会相关负责
人说，我们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帮
助小东鸳走出无声的世界，再次聆
听世界上的美妙声音。

816名爱心人士筹款4.5万多元

用爱唤醒女孩“沉睡的耳朵”

快递小哥点赞黑科技坐垫。

本报讯（记者仇龙杰）“这些
电线杆的产权确实是供电公司的。
此前，我们的回复不够严谨细致，
造成大家的误解，在此深表歉意。
但电线杆上的凌乱现状，供电公司
如单兵作战，实难改变。为此，亟
待产权单位尽快行动起来，仔细捋
一捋，认真改一改。”

6 月 22 日，本报根据中国宁波
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上的网友
投诉，报道了环城北路老旧无主电
线杆上线缆凌乱、垂挂现象后，国
网宁波供电公司第一时间组织力量
到现场逐一核实，并确认了这些电
线杆均为供电公司所属。工作人员
还确认，该路段上空，目前除部分
电力架空线外，存在大量移动、电
信、联通、广电华数等单位的通信
线缆。这些通信线缆借用电线杆敷
设，更有线缆直接挂到了树上，或
垂挂空中。

据了解，环城北路的总体改造
工程由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
展中心负责，范围从人民路至常洪

隧道路段。其中，人民路至梅堰路
区间路面完成了修整，但电线杆及
架空线未被纳入落地计划。

为解决城市廊道资源不足问
题，避免不同线杆重复建设，长期
以来，同一根电线杆上除了架设供
电线路外，还搭挂了移动、电信、
联通、广电华数等单位的线缆 （即
弱电线）。这些弱电线缆部分有产
权单位标识，部分连标识都没有。

为 打 造 甬 城 “ 空 中 文 明 ”，
2017 年 ， 我 市 曾 开 展 “ 线 乱 拉 ”
治理专项行动，并发布了 《宁波市
小城镇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线规
范搭挂管理办法 （试行）》，从搭
挂标准、运行维护等方面进行了规
范。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以此为契
机，积极开展“线乱拉”整治工
作。截至目前，已完成 92 个小城
镇电力改造，对于弱电线缆搭挂问
题，虽然进行了同步治理，但收效
不尽如人意。

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称，“搭
挂”整治牵涉面广、单位多、工作
量大，靠供电公司单兵作战，很难
持续深入推进。为此，亟盼政府部
门进一步明确牵头单位，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并在城镇建设中更广
泛地将通信基础设施统一纳入落
地规划。

线缆走线是否规范直接影响一
个城市的“空中文明”。众多网友
呼吁：我市正在全力打造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空中乱象”整治工作
刻不容缓。

环城北路无主电线杆的主人找
到了，但凌乱线缆的整治将由哪个
单位牵头？何时有望捋顺？记者将
继续关注。

环城北路“空中不文明”，您有责任吗
供电公司呼吁：多方协作，推进凌乱线缆整改

新 闻 追 踪

近日，镇海招宝山街道后大街
社区关工委开展了暑期防溺水安全
教育讲座，来自镇海区红十字会、
镇海区海天户外应急救援队的志愿
者为孩子们带来了中小学生防溺
水、防中暑等安全教育课程，并为
大家示范应急救护技能，以进一步
增强孩子们的安全防护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

（唐严 汤越 摄）

筑牢暑期
安全防线

延伸阅读

供电线路与通信等弱电线缆如何区分？

架空供电线路通常架设在电线杆杆顶，一般有绝缘瓷瓶支
撑，常见为三根平行线或四根平行线。通信等弱电线缆同杆架设
在电杆中部，一般为整捆、多根线捆在一起，在线路外皮或标牌
上应标注有运营商信息。

老旧电线杆“上改下”要有怎样的流程？

电网“上改下”工程在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供电可靠的
前提下，按照“谁主张、谁出资”的原则建设。迁改申请通常由
区县 （市） 政府或相当于区县 （市） 及以上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
授权单位以及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业主书面提出。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根据市
气象台预报，今年第 6 号台风“烟
花”（热带风暴级） 已于昨天凌晨
2 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
计“烟花”以每小时 10 公里左右
的 速 度 向 西 北 转 偏 西 方 向 移 动 ，
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台风级
或强台风级 （40-48 米/秒，14-15

级）；21 日移入东海海面，然后逐
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擦
过台湾岛北部后，逐渐向闽浙沿
海靠近。

没有了火辣辣的日头，气温相
比之前温和了许多。根据预报，今
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
天多云到阴有时阵雨或雷雨；21
日起以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气温
稳定，最高气温 29℃至 32℃，最
低气温 25℃至 27℃。21 日起我市
沿海海面将持续 8 级以上东北风，
请大家关注最新预报。

台风“烟花”21日移入东海
或登陆闽浙沿海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冯琼君） 象山一个建筑工地违规夜
间施工，且屡教不改，影响了周边
居民休息。“我们对施工方开出了
10 万元的罚单，这也是全县罚款
金额最高的‘噪声罚单’。”昨天，
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通报了此案详情。

近日，象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丹西中队执法人员巡查至辖区某
工地时，发现现场正在进行混凝
土浇筑作业，机器轰鸣声与车辆
进出声此起彼伏，十分嘈杂。而
当时正是凌晨。经调查，该项目
当天未取得夜间施工许可。而与
工地一墙之隔有个小区，住着数
百户居民。

经环保部门监测，该工地的环
境噪声测量值为 72.6 分贝，超标
17.6 分贝。执法队员立即下发 《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施工方
负责人立即整改，清洗街道路面。

“但三天后深夜，我们进行复
查时，发现该工地灯火通明，依然
在违规作业。经监测，当时施工产
生 的 噪 声 超 出 国 家 标 准 17.7 分
贝。”执法人员立即责令其停止施
工，并再次进行了调查取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工地夜
间施工作业必须取得夜间施工许
可，且夜间施工作业前，必须进行
公示。施工单位需做好必要的防噪
降噪措施，减轻对周边敏感点的噪
声影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该项目施工方连续实施违
法行为，情节严重，社会影响较
大，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最终对施工
方作出责令改正，并处罚款 10 万
元的行政处罚。收到 《行政处罚决
定书》 后，施工方负责人表示对夜
间施工噪声扰民问题马上进行整
改，今后如果工期需要，一定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夜间施工许可后
再施工，做到规范、依法施工。

建筑工地违规夜间施工

象山开出10万元“噪声罚单”

记者 陈敏 通讯员 闫秋

脑梗死只有寒冷的冬天才会发
生？错！记者近日从浙江大学明州
医院了解到，该院急诊和神经内科
最近已经收治了 16 例急性脑梗死
的患者，其中静脉溶栓 10 例，取
栓 6 例。有一天半夜，有 3 例脑梗
死患者被紧急送医院。

脑梗死，俗称“中风”，在大
部分人的印象里，寒冷的冬季才是
脑梗死的高发期，其实不然，脑梗
死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而且夏
季也较为高发。

7 月 10 日一大早，65 岁的吴大
伯看天气晴朗，想运动一下，出个
汗解解乏。于是他选择出门跑步，
几圈跑下来，汗流浃背，全身湿透
了。回到家，吴大伯立即打开空
调，冲了个澡准备休息一下，没想
到危险已经悄悄靠近。过了一会
儿，吴大伯准备起来吃饭，却发现
自己整个左半边身体非常麻木，左
手和左脚都无法抬起，嘴巴歪了，
连讲话也含糊不清，像大舌头一

样。家人赶紧把他送到浙江大学明
州医院急诊。

经检查，吴大伯得了脑梗死。
随即联系神经内科医生一同会诊，
进行静脉溶栓联合支架取栓治疗。
取栓后，吴大伯的血管再通，左手
左脚的症状立即恢复正常，嘴巴不
歪了，口齿也变清晰了。

医生分析，吴大伯突发脑梗
死，与大量出汗后不及时补充水
分，再加上受到冷空调刺激等原因
有关。

神经内科副主任孟明介绍，脑
梗死多发于老年人，尤其是患有高
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
等慢性病的老年患者。夏天天气比
较炎热，大量出汗会使身体当中的
水分丢失，而老年人本身就缺乏水
分，如果平时喝水少就会造成血黏
度增高。同时会伴随着血压不稳，
直接影响脑部的血液循环，从而引
发脑梗死。

孟明提醒，有的年轻人习惯熬
夜看电视、玩手机引起疲劳，吹空
调受凉导致血管收缩，就容易形成
血栓。还有不少人有抽烟喝酒等习
惯，烟中的尼古丁等化学物质会引
起血管收缩、硬化、狭窄等，所以
临床上三四十岁人群突发脑梗、心
梗的并不少见。因此，年轻人也别
大意。

半个月收治了16例

夏日这个行为
导致脑梗死高发

陶崇银

据昨天
《 宁 波 日
报》民生版

报道，产后刚出月子的宝妈小刘，
近日将一封满满 3页纸的手写感谢
信，连同一面锦旗一并交到了鄞州
二院产科医生汤佳佳的手上。她激
动地说：“汤医生改变了我对医生
这份职业的认知，这才是天使！”

病人生病，最无助的时刻，最
先想到的往往是医生。因为医生是
拯救他们生命的人。但一些医生常
常很委屈，因为他们在病人最需要
的时候，给他们帮助，但有时却不
被病人理解，甚至招致误解。但，
宝妈小刘“纸短情长”谢医生，显
然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首先，医生对病人要始终保持
一颗仁爱之心。有了这样的初心，
医生在和患者交流时，就会多一份
主动与热情。即使在遇到不被理解

时，也不会“知难而退”，而是
“迎难而上”，努力用心去化解。常
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医患
和谐，医生应该用真诚的心和精湛
的医术去打动患者。

其次，医生与病人交流，要注
意每一个细节。对于一些身处病痛折
磨的病人来说，医生说的一句话、一
个词，甚至一个眼神，都会起到意想
不到的效果。拿宝妈小刘来说，她躺
在产床问了很多“奇葩”的问题，但
汤医生和麻醉科医生都不厌其烦地
解答。产后的宫缩疼痛以及治疗上
的各种不适一度使她崩溃大哭，但
通过汤医生的耐心开导，让脆弱敏
感的她感到温暖和力量。

有人说，和谐的医患关系，要
达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境
界。显然，这句话里饱含了医者的
温度与温情，只要坚守初心、持之
以恒，应该不难做到。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有感“纸短情长”谢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