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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手写信、一笔爱心款
引出一个暖心故事

宁波图书馆：
亲爱的读者你在哪？我们要当面说声谢谢！

早产儿紧握医生手指
温馨画面暖哭许多人

这位未留姓名的读者信件文字
温暖，让人感动。信中还夹有 200 元
捐赠款。

一封手写信温暖了图书馆
图书馆后勤人员翁秋兰告诉
记者，7 月初，她与活动部的同事
王婧在整理爱心捐书箱时，
在一堆
书籍中见到了一封被包裹起来的
白色信封，
里面是一封手写的信件
以及 200 元现金。
“信件内容简短，
读者回顾了自
己在图书馆备考的经过，
对馆内舒适
的环境，
工作人员温和热情的态度赞
誉有加，
200元则是这位读者夹在信
件中的一份爱心。
”
翁秋兰说道。
王婧常年在图书馆为读者服
务，但收到信件、善款的情况是第
一次遇见。平日里和读者间的交
流也不多，在看到信中的文字后，
她被触动了。
“信中质朴、真挚的文

字让人感动，
自己的工作得到了读
者的认可，
打心底里高兴。
”
记者问她对这位读者是否有
印象，两位工作人员坦言，对方并
没有与工作人员有过接触，
信件上
也没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对方具
体身份暂时无法确认，
不过通过信
件清秀的字迹和信上可爱的表情，
工作人员推测，
有可能是一位青年
女性读者。
记者了解到，
图书馆永丰馆内
一楼为报刊阅览室，二楼是自修
室，三楼是综合借阅室，整体环境
舒适，都很适合阅读、学习，
来图书
馆学习、备考的读者大多会选择上
述三个区域。

一定帮其完成捐赠心愿
在图书馆，
记者见到了这封写
在白纸上的手写书信，
信中这位读
者感叹道：哦，不，一切都太美好
了，在这里静心学习的两个月里，
我享受着这里的公共资源。离开
宁波前，我想表达下我小小的心
意，来感谢这里的一切，捐一两本
书吧。信件的最后画了一颗小爱
心，时间落款下方又画了一个小太
阳。读者将信投放在永丰馆一楼
的爱心捐书箱。
据记者了解，
捐书箱主要用于
收纳全市读者的捐书，由馆方设
置，已安置多年。馆方工作人员会
定期对捐书箱会进行整理，
收到的
这些书籍通过消毒和清洁后，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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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起来”
“流动起来”
。
采访当天，
记者恰巧见到一位
女士往捐书箱内投放书籍，
上前询
问后得知，读者姓金，平日里就在
宁波生活，她说这次捐了 6 本书，
之前也来捐过几次书。
“我们即将在全馆贴出寻人启
事，也希望通过晚报寻找这位爱心
读者，想向她（他）当面说声谢谢。
另外，她（他）捐赠的 200 元爱心善
款，
馆方将与慈善机构进行对接，
一
定帮其完成捐赠书籍的心愿，
把这
些爱心书籍送到需要的人们的手
中。
”宁波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 朱立奇 施代伟
通讯员 陈莹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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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俞水白） 近日，一张新生儿的手紧握
产科医生手指的照片出现在朋友圈，
暖哭了许多人。昨天，记者找到了这
张照片中的医生，宁波市第一医院产
科秦晓莉主任医师，她还原了这个温
馨的场面。
这张照片拍摄于 7 月 27 日上午
10 点 33 分，手术室里，一台剖宫产
手术正在进行。产妇小成今年 35
岁，怀孕 30 周。7 月 23 日，她因腰
痛、发热来到宁波市第一医院就诊。
经过产科主任丁慧青、秦晓莉等医生
会诊后明确，正处于妊娠期的小成合
并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感染性发热、
羊水过多，需保胎。7 月 27 日凌晨，
小成突然胎膜早破，考虑到其中一个
胎盘还长有 10 厘米大小的血管瘤，
可能会供氧不足，危及胎儿生命。于
是，秦晓莉同丁慧青商量后，一致决
定为其终止妊娠。
一大早，产科启动术前准备，新
生儿科主任吴乃胜和应倩倩医生也
第一时间赶至手术室，随时准备参与
早产儿的窒息复苏抢救。术中，小成

朋友圈中新生儿的手紧握产科医生手指的照片。

“ 三 、四 月 在 这 里 备
考。图书馆每天都是干
净 、整 洁 、安 静 、舒 适 的 ，
一切都太美好了。我享受
着这里的公共资源，离开
宁波前，我想表达下我小
小的心意，来感谢这里的
一切……”近日，宁波图书
馆的工作人员与本报记者
取得联系，说馆方收到一
封匿名信件，信中的文字
令他们倍感温暖。昨天上
午，记者来到现场进行采
访，一个暖心的故事浮出
了水面……

一度出现心速过缓。但在麻醉师的
精心监护下，小成顺利分娩出一对双
胞胎女儿，体重分别为 1.4 千克、1.65
千克。虽是早产儿，但姐妹俩的新生
儿评分都很不错。
为防止出现进行性呼吸困难，吴
乃胜为小姐妹进行预防性气管插管，
应倩倩小心翼翼地在一旁为宝宝捏
“皮球”
（人工挤压气囊）补氧，捏了大
半个小时。
看到孩子们的生命力如此顽强，
站在手术台边的秦晓莉情不自禁去
碰了一下双胞胎妹妹的小手。不料，
闭着眼沉睡中的宝宝竟然一手紧紧
握住秦晓莉的手指。
“ 那 一 刻 ，我 的 心 都 被 融 化
了……”
尽管宝宝的抓握可能是无意
识的，但她顽强的生命力，还是让秦
晓莉激动得湿了眼眶。而这温馨的
一瞬间，也被手术室同事用手机记录
了下来。
“连这么小的生命都能如此努
力，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全力以赴？”
秦晓莉说，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目
前母女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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