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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爸爸在宁波晚报·博组客
‘入托’
，我们放心”
近日，宁波晚报·博组客白云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连续接到咨询电话，希望能
将家中的老人安顿在此，
由更专业的团队照顾。
宁波晚报·博组客白云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接受的第一位日间照料服务对象
是一位退休老师，他去年 8 月中旬入“托”至今，从内向不爱说话，变成了每天开开心心
的
“开心果”。
另外一位日托长者李爷爷有中度失智，护理员每天两次都会按照康复计划给他
做认知训练，比如语言训练、运动训练等。李爷爷最喜欢的就是图形拼贴，每次拼好
后受到工作人员夸奖，他就笑得非常灿烂。李爷爷还特别爱吃护理员傅阿姨烧的菜，
只要是傅阿姨烧菜，李爷爷都会全部吃完。李爷爷的子女说：
“让爸爸在宁波晚报·博
组客
‘入托’
，
我们放心。
”
“家里如果有老人年纪大了，身体机能下降，不放心他们一个人在家的，都可以送
到我们这里来。”宁波晚报·博组客工作人员说，就像以前父母送年幼的子女去幼儿
园，子女们现在也可以让父母在
“托老所”
安度晚年。
记者 徐丽文

■相关新闻

春节居家护理优惠购买服务开始预订
“日托”服务只是宁波晚报·博组客白云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职能的一部分，行
动不便的老年朋友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点单，把护理人员请进自己家门。
每到春节务工潮返乡，护理人员也会出现缺乏的情况。为了解除老人们的后顾
之忧，宁波晚报·博组客特别推出了春节居家护理优惠购买服务活动，您只要提前购
买护理服务，春节期间也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护理服务。由于今年春节时间比较早，春
节居家护理优惠活动提早开始了，现就可预订。
该护理服务包括护理员上门为老人提供身体介护（指以照顾日常生活起居为基
础、为独立生活有困难者提供帮助，介护的对象为生活不能自理的弱势人群，包括不
能完全独立生活的老年人、儿童和残障者等。
此外，护理服务还提供针对老人出院后护理、家属短期喘息等数周到数月不等的
短期照护服务；对于轻度失能或日间家庭缺乏看护能力的老人，提供以康复为特色的
日间照料服务。
有以上需求的老人，订购服务后，将获得专业康复治疗师的指导，实施运动功能
训练，包括运动疗法、物理疗法、作业疗法、语言疗法以及心理治疗等。
服务内容：
生活护理：
身体清洁、
协助进食、
二便护理、
会阴护理、
压疮预防护理等
康复指导：
翻身训练、
四肢训练、
起坐训练等
家政照料：
日常居家保洁、
做饭服务等
优惠服务范围和价格：
活动期间，白云庄社区 5 公里范围内：购买 10 小时以内，单价 40 元/小时，购买 10
小时以上，单价 37.5 元/小时，
超出范围请电话咨询
注：
因年底服务量大，
请尽量提前一周预约。春节前后 15 天服务订单不享受优惠。
活动地点：
海曙区蓝天路 108 弄 25 号
联系方式：
0574-87042867 15372604697
记者 徐丽文

天气渐凉
又到了吃膏蟹的季节
11 月是青蟹生长最好的时期，这时候的青蟹肉厚肥嫩，且味美色香，为一年当中
最鲜美。青蟹分为肉蟹与膏蟹，进入 10 月下旬，母蟹开始转化为膏蟹，这时候的蟹肉
质鲜甜，蟹膏饱满，一口咬下去，香糯的味道立刻充满口腔，让人恨不得把蟹蚶中的汁
水都吸个干净。
本期
“康乐大团购”
将推出正宗三门青蟹。都说三门青蟹好，到底好在哪里？
三门、宁海一带河流众多，充沛的河水汇入大海，造就这里海水咸淡度非常适合
青蟹生长。青蟹养殖在外海塘蟹塘，伴随潮起潮落，水质最接近天然海域。青蟹们食
海藻，食贝壳，食小鱼小虾，品质接近野生。
为了把最好的青蟹送到您手中，
我们力争从捕捞到餐桌24小
时内完成，
努力保证每一位食客，
都能够品尝到食材最佳的滋味。
一人食套餐：
大膏蟹 2 个，约 1.8 斤，288 元
家庭宴套餐：
大膏蟹 4 个，约 3.6 斤，538 元
赠友朋套餐：
大膏蟹 8 个，约 7 斤，1008 元
另有对应规格蟹劵出售（扫码添加二维码预订）。 记者 陈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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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石浦正宗海鸭蛋上架

海鸭蛋来自象山庵山岛。庵山岛位于石浦和高塘岛之间，岛上风景优美，空气清
甜，海风习习。海鸭自然散养在海边的滩涂上，潮落时下海戏水，潮起后回巢休憩，比
集中在饲养场、吃人工混合添加剂饲料长大的鸭子要幸福百倍。
生活在这里的海鸭们天天享受着海鲜大餐。每次潮落，滩涂总会滞留很多小鱼、
小虾、小蟹、小螺等小海鲜，
海鸭们总能美美地饱餐一顿。
经过 1.5—2 年的生长，海鸭才会产蛋。从小吃海鲜长大，
海鸭产的蛋也与众不同，
蛋黄比普通鸭蛋饱满，
晶红有弹性，
蛋
液晶莹稠密。煮熟后，
海鸭蛋的蛋黄非常饱满，
占了大半个。
20 枚约 3 斤 75 元包邮（扫码添加二维码预订）
海鸭蛋非质量问题不退换，收货后如发现破损，请及时拍
照联系微商城客服。
记者 贺艳

周一起康乐俱乐部
老会员特别礼品将不再赠送
价值 180 元的其他礼品继续保留
《宁波晚报》康乐老年俱乐部 2020 年会员正在办理中，从 11 月 10 日
起，原本给连续 6 年（含 2020 年继续续费）老会员的特别礼品——价值 218
元的破壁灵芝孢子将不再赠送。另外价值 180 元的洁牙三件套（漱口水、
牙
刷、
牙杯）和灵芝丁（80 克/瓶）等礼品继续赠送。
办理会员方式：
1. 下载
“甬恋”
APP 线上办理（右图）
第一步：
点开
“甬恋”
首页
“在线订报”
第二步：
选择
“宁波老年”
第三步：
加入购物车，
填写订阅地址、
付费
（注：
礼品将用快递方式送达）
2. 线下上门办理
前往海曙区永寿街 6 号宁波老年读者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
87167337
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 9：
30－11：
30；
下午 1：
30－4：
00
入会标准：
120 元/年
温馨提醒：办理会员时，新会员请记得带上身份证；老会员携带红色纸
质会员证以便审核。
记者 徐丽文

中老年春晚海选
报名至 11 月 15 日结束
热情洋溢的民族乐器弹奏、赏心悦目的折扇舞、创意十足的环保时装
秀、情深意长的诗朗诵……上周末，由《宁波老年》与牙博士口腔医院联合举
办的宁波市第四届（2020）中老年春晚海选系列活动——
“我要上春晚”第
一站、第二站成功举办。
本次
“我要上春晚”
海选现场，
共迎来了华光艺术团、梦想旗袍舞蹈队、笑
春风舞蹈队等 25 支队伍的才艺展示和比拼。比赛开始前，
选手们都早早地来
到了现场，换装、彩排忙得不亦乐乎，力争展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最终呈现
的表演也是精彩纷呈，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活动过程中，牙博士口腔医
院还精心为广大市民朋友设置了抽奖环节，
为获奖嘉宾送出了精美奖品。
据悉，宁波市第四届（2020）中老年春晚海选活动自上周启动以来，主
办方接到了全市众多中老年文艺团体的咨询，目前已有超过 60 支队伍报名
参加海选。接下来，
“我要上春晚”的海选现场活动仍将继续，我们也期待更
多热爱文艺表演、多才多艺的中老年团队或个人加入。报名项目可以为歌
舞、戏曲、器乐、曲艺、绝活、模特等，种类不限，每个节目时长不超过 10 分
钟。征集要求为积极健康、奋发向上，富有创意和观赏性；具有时代气息，能
够营造出喜庆、祥和的气氛；节目新颖、有创意、紧凑、连贯，能够将节目完整
的艺术性展示给观众。
海选报名截至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5 日，期间将陆续通知报名者参与
海选。
温馨提醒：
本次大赛无任何门槛要求，
不收取任何报名费用。
报名方式：
1. 必须持有效身份证件；海选期间能保证按时参赛及参加相关活动；
2. 目前未与任何经纪公司、制作公司、传媒公司有任何合约（如契约在
身，
请注明类型）；
3. 能遵守大赛组委会制定的参赛选手公约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
电话报名：致电 0574-87167337，或 15726815382，
登记报名信息。
微信报名：关注“宁波晚报健康号”公众微信号，
发送报名信息。可上传表演视频，提高获选概率。
（报
名信息为团队或个人名称+年龄+人数+节目+时长。
）
《宁波晚报》健康号
记者 徐益霞

邀请您来逛食博会
限量门票免费发放
11 月 8 日-11 日，为期 4 天的中国（宁波）食品博览会即将拉开帷幕，
《宁波晚报》养生汇寿全斋店也将在 1 号馆设摊，并将推出一大批特价商
品。凡是到《宁波晚报》养生汇寿全斋店展位消费的顾客，还将享受东阿阿
胶特惠价 868 元/盒，
“野生灵芝孢子粉”
（2018 年批号），
买一赠一的优惠。
本次食博会国际食品馆里，将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法国、意大利、
澳大利亚、美国、阿根廷等 30 个国家与地区的近 2 万余种商品参展。3 号宁
波名优馆除了展示宁波特色和本土品牌的传统食品外，吃客们还可在本馆
吃到宁波各地的农家小吃。此外，还有 4 号特色名优馆，5、6 号馆浙江名特
优食品馆，
8 号馆为全国名优馆。
《宁波晚报》养生汇还将向读者朋友免费发放食博会门票，有需求的读
者可前往永寿街 6 号领取门票，门票数量有限，发完即止，请大家领取前先
拔打电话 87228361 进行咨询。领取时间从 11 月 8 日上午 9 点起。
记者 徐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