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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烨 通讯员 乐莹
琼 王梦琪 孙淑婷）连续一个月一日
三餐送饭喂饭，老人换洗的衣服全部带
回家清洗，因老人过世时没能看到最后
一眼而哭成泪人。昨天本报报道的爱
心厨娘顾国兰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
昨日下午，一份专属于顾国兰的荣誉证
书出炉。宁波晚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为她颁发正能量特别奖证书以
及5000元奖励，点赞她的善念和付出。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颁奖词
这样写道：她们的关系始于一份爱心餐
的约定，她为老人送去的，却远远不止
营养可口的一日三餐。三年嘘寒问暖，
三年贴心陪伴，她的身影成为老人日复
一日的期盼，她的笑脸照亮了老人的晚
年。

老人卧床不起，又是她，主动喂饭
洗衣，一双援手温暖了“老小孩”的最后
岁月，也在社区里、这座城市里留下一
段关于爱的传奇。

点点滴滴说起来并不惊天动地，但
这份温暖，世间多少亲生儿女难及！

年逾古稀依然奔跑在爱的路上，顾
奶奶，辛苦了！向她致敬，也愿更多人
能和她走在同一条路上，愿每个老人的
身边都有爱、有温暖。

据悉，“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联
合宁波晚报等全国100多家媒体搭建
的开放公益平台。截至目前，共发放
8300余万元公益金，有9000多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正能量人物获得奖励。此
前，宁波晚报报道的助学老人张如普、
海岛医生吴秀明、余姚“老朋友”冯焕月
等数十人都曾获得该奖励。

记者昨天第一时间将此消息告诉
了顾国兰。她有些不好意思，连连说这
是自己应该做的，她会像照顾自己长辈
一样，继续为更多高龄老人服务。

“这里的环境也太棒了吧，
你们种的好多花我都喜欢！”刚
进门，居民代表胡小飞忍不住
夸道。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如
果喜欢，到时可以拿去种在小
区的花廊里。”设计总监羊刚一
边带着居民参观，一边介绍自
己的基地。宁波艺道景观的花
木基地建于2016年，目前种了
100多种名贵花木。

“我看你们种的月季花不
错，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种在花
廊里？”胡小飞问道。

“月季花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办公室外的长廊种的就是
月季。如果大家喜欢，月季花
可以作为备选方案。”羊刚说。

“灯笼花不错，就跟灯笼一
样垂下来，喜庆！”另一边，居民

代表李巧云道出了自己的想
法。

“灯笼花确实也不错，我觉
得花廊的玻璃顶上还可以种上
紫藤萝，还有我们基地里这些
颜色鲜艳的小雏菊也是不错的
选择。”现场，羊刚介绍着各种
花卉，让居民们做选择。

在之前的勘查中，宁波锦
尚花园景观艺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姜巍与居民讨论说，这个花
廊将恢复一部分的绿植，同时
要让路过这里的居民停下来，
所以花廊里的植物选择成了改
造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现场居民也提出了疑
问：“花的选择的确很多，不知
道初步方案设计得怎么样了，
我们选择的花可以跟花廊相配
吗？”

羊刚向居民们介绍，初步
方案已经有了雏形：“我们打算
将花廊两边的绿植清除，换成
草皮；长廊里做些木制花格，两
边砌上花坛。因为这个花廊是
小区的共享空间，总体会以简
单大方为基调，之后根据居民
的需求在长廊里加入一些小装
饰，例如科普画、花盆等。当
然，你们选择的月季花、灯笼
花，我们都会根据花的特点进
行一些设计。”

听完介绍，胡小飞眼前一
亮，笑着说：“如果真的能这样
设计就太好了！还有小装饰我
可以来织，还可以叫上其他居
民一起。”作为小区里的织毛衣
达人，胡小飞一直想织一些小
饰品挂小区里，这次终于有机
会了。

“如果花廊两边密密麻麻
的绿植换成了草坪，那也很不
错。这样一来蚊虫少了，就真
的可以停下来坐会儿了！”李巧
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前花
廊两边绿植太多，只要路过就
会被蚊虫叮咬，对于设计师说
的这个草皮，她表示非常期待。

经过2个小时的参观，居
民们对花廊的改造越发憧憬
了。此行她们感觉收获不少，
回去之后打算再与居民们商量
商量，想想点子。
记者 王悦宁 通讯员 周索妍

花廊到底要种什么花？
居民组团参观设计师的花木基地

“大家‘艺’起来·典范创建在社区”之邻里花园计划启动已
有半个月，经过前段日子的现场勘查，设计师们正在为鄞州区首
南街道格兰春天社区设计初稿。

不过心急的居民们已经按捺不住好奇心。21日下午，格兰
春天社区居民代表组团来到宁波艺道景观，参观了设计师们的
工作场地和花木基地，为即将改造的社区花廊选择起了花卉。

爱心厨娘顾国兰
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

居民代表参观宁波艺道景观设计师的花木基地。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