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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冰箱”
现镇海
“城市超人”
降降温

——
—镇海公安“蒲公英爱心助学站”
湖南助学行小记
记者沈王紫 通讯员奚悦
“镇海公安的警官们一直很关
注我们罗坪乡，和我们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帮扶关系，真的非常令人感
动。”湖南省石门县罗坪乡中心学
校任建国老师联系记者时说。近日
一早，澥浦派出所教导员陈警官、
杨警官、解警官一行3人，带着近
半年的准备工作，自镇海来到罗坪
乡实地考察。这一路并不容易：2
小时飞机，3小时火车，从火车站
到位于深山的罗坪乡中心学校还要
再颠簸4小时的山路，多天辗转，
光单程就是1500公里。
通往学校的山路崎岖不平。
“感觉车子绕了十八又十八个弯，
等到罗坪乡都已经是下午了。”解
警官告诉记者，“但有疲惫感才是
对的，位于深山的孩子们正是因为
交通受阻、进出不便，导致资源不
足、生活困难，正因如此他们更需
要我们的帮助。”
“目前在校学生是226名，大概
一半学生家庭处在当地贫困线下，
还有两名孤儿，另外单亲家庭也特
别多，至少占了五分之一。”据罗
坪乡中新学校杨林校长介绍，留守
儿童几乎占了这间学校四分之三，
“很多父母出去打工，因为交通不
便等各种原因，一走就是好几年，
有的一年回来一次，有的甚至好几
年才回一次，平时孩子们也只能跟

图为警官们在学生家中了解情况。

着爷爷奶奶。
”
正值暑假，整个学校显得空空
荡荡。由于地处山区，罗坪乡中心
学校条件十分有限：墙面斑驳，桌
椅老旧；操场上满是沙石，通过杂
草的生长范围勉强可以分辨出一个
400米跑道圈，校内还有一间养猪
场——
—为了补贴学校开支。
“山区的困难确实存在，设施
老旧不说，许多最基础的硬件都没
有。”解警官告诉记者。浴室的条
件最差，没有水管、笼头、镜子等
设备，孩子们想要洗澡，必须自己
拎着从别处盛满水的桶到浴室擦
洗。“一抬头就能看到木头房梁，
夏天日晒、冬天吹风，真的叫人揪

心。
”
虽然硬件设施差，但学校的教
学工作可一点也不含糊。“今年初
三有66名学生参考，55%的普高率
和45%的职高率，有7名考上了县
一中。”说到这里，杨校长直起身
子，和任老师一起把7名学生的名
字如数家珍般地背了一遍，眼中满
是欣慰。“只可惜现在教师力量不
足，虽然有政策补助，签服务年限
合同后，每月额外有乡镇补贴300
元，但多数外来教师待了一段时间
就受不了了，教师流动性一直很
大。
”杨校长无奈道。
出了学校，任建国老师带领警
官们前往三名表现突出的学生家中

了解情况。其中一位叫萍萍的孩子
最让警官们印象深刻。“孩子的脸
上涂着药，烧伤痕迹明显，几乎看
不出模样。”解警官告诉记者。由
于农村老式灶台使用不便，某天萍
萍做饭时不慎引发爆炸，导致严重
炸伤。“这个孩子是我们长期的结
对帮扶对象，每月会给她提供生活
费，发生这样的事情，真让人心
痛。”临走前，警官们留下1000元
慰问金，再三叮嘱萍萍要注意休
图为高温工作者从
“爱心冰箱”
中取冷饮。
息，早点恢复。
区公安分局多年来一直坚持帮
十余天了，
由骆驼街道一珠宝店铺免
本报讯（记者王茵 李洁 通讯
扶贫困地区，5年来跨越浙江、湖
费供应，
专门为环卫工人、
快递员、
外
员陆金妹）谁也不曾想到，一个小小
南、云南3省，将爱心和物资传递
城管队员提供免费的冷
的冰箱成了这个夏天最火的
“网红”
。 卖员和交警、
给60余名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为
饮，
是“城市超人”的补给站。
不久前，杭州、宁波等地的“爱心冰
了保障长期的帮扶工作能顺利展
专门负责该路段清扫的环卫工
箱”
走红全国、
刷爆朋友圈，
感动了很
开，澥浦派出所党支部成立了“蒲
人彭佳芬对“爱心冰箱”赞不绝口：
多人。如今，
镇海街头也出现了
“爱心
公英爱心助学站”爱心帮扶工作小
冰箱”
，
为这座城市的高温工作者
“降 “从最早的到银行免费喝水，到现在
组，这也是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有免费的冷饮棒冰，
真的觉得这座城
温”
。
分。
市特别温暖，
每个人都对我们很好。”
8月8日14时，外卖员陈军在骆
“此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看
记者了解到，前来取冷饮的以环
驼街道欧尚超市附近送完最新的一
看 罗 坪 乡 中 心 学 校 的 具 体 情 况 。 单外卖，骑着电动车经过静远路，停
卫工人和外卖员、快递员为主，时间
接 下 来 ， 我 们 将 利 用 业 余 时 间 ， 靠在一家店铺外，擦了擦额头的汗， 集中在中午11时到14时。为确保冷
号召镇海企业、社会团体、爱心
饮充足，
店员每日为
“爱心冰箱”补给
随后从店外的冰箱里取了一瓶矿泉
人士，为该校募集齐改造浴室的
六七次。
“每天最热的时候，
他们都还
水，
一口气喝掉了半瓶。与他同行的
资金和结对助学款，一起解决孩
在工作，真的不容易。”店长陈亚飞
外卖员，也一起取了水，匆匆喝上几
子们的上学问题。”解警官表示。 口，
说，
“我们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也希
便去忙新的订单接送了。
预计8月底，镇海公安将再次踏上
望通过这个小小的冰箱，传递一份
“第一次过来，
挺好的。”
陈军告
罗坪乡，切实解决罗坪乡中心学
爱，向这些
‘城市超人’表达感谢。”
诉记者，
前几天看到朋友圈里发的图
校的现存问题，让孩子们安心读
片，才知道镇海也有了“爱心冰箱”
，
书，把有限的资源提供给最需要 “以前忙的时候，
根本没时间买水喝，
的人。
现在这里提供免费冷饮，真的很方
便。”
其实，这个
“爱心冰箱”
已经工作

文明

花开

镇海 行

多姿多彩
市教坛新秀评选结果出炉
!

我区各学科均有教师获奖

近日，“向往的镇中”镇海研学游
浙江嘉兴团队走进镇海中学，一百多名
学生和家长参观了大成殿、林则徐纪念
堂等校园景点，感受镇中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并与镇中学霸面对面交流。此
外，团队还游览了招宝山旅游风景区、
宁波帮博物馆等。
（记者郑凯侠
汪皛 摄）

本报讯 （记者梅佳燕） 市教育
局专门组织开展的宁波市第十四届
教坛新秀 （小学、幼儿园、特教）
评选结果日前出炉。
小学语文方面：镇海应行久外
语实验学校潘佳艳获二等奖，区艺
术实验小学颜云获三等奖；小学数
学方面：骆驼中心学校朱杰涛获二
等奖，区中心学校袁琳获三等奖；
小学英语方面：蛟川中心学校任冬
姿获二等奖；小学科学方面：庄市

中心学校贺超燕获一等奖。
音乐：蛟川中心学校朱成瑾获
三等奖；体育：区中心学校韩庆敏
获三等奖；美术：庄市中心学校董
娇获三等奖；综合实践：九龙湖中
心学校蒋波获三等奖；幼教：庄市
街道中心幼儿园林艳华和骆驼街道
中心幼儿园朱丽丽获三等奖；特教
方面：景和学校陈颖获二等奖。地
方课程、心理学方面：澥浦中心学
校洪波吉获三等奖。

周末晴热为主 注意防暑降温

!

! 8月7日，宁波育乐湾工作人员来到庄市街道同心湖社区，向辖区内小朋友介绍皮影戏的历史，
同时让小朋友尝试着表演了 《西游记》 中的经典片段，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
记者汤越 通讯员姚单 摄)
8月6日，蛟川街道临江社区组织辖区内的青少年志愿者为高龄独居老人送上藿香正气丸、绿
豆、银耳等消暑物品。天气虽然炎热，但孩子们带来的爱心却沁入老人的心中。
（记者叶啸天 通讯员张丹仪 倪怡 摄）

看能效标识，
做省钱达人
本报讯
(
记者陶欢欢
通讯员许华
鑫） 眼 下 正
是三伏天，
又到了空调、
冰箱、电扇
齐上阵的时
候。别看电
器都长得差
不多，选电
器的门道却
多得很，学
会看能效标
识选电器，
对市民来说
省钱省事还
环保。“趁
图为中国能源效率标识基本样式。
热”，市民不
妨一起学学如何看能效标识，做省钱环保达
人。
能效标识是什么
能效标识又称能源效率标识是附在产品或
产品最小包装上的一种信息标签，用于表示用
能产品的能源效率等级等性能指标，为用户和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引导用
户和消费者选择高效节能产品。
能效标识为蓝白背景，顶部标有“中国能
效 标 识 ” （CHI
NA ENERGY LABEL
） 字
样，背部有粘性，要求粘贴在产品的正面面板
上。标识的结构可分为背景信息栏、能源效率
等级展示栏和产品相关指标展示栏。

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质检总局
联合制定并发布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
这标志着我国将实施能源效率标识制度。
2016年2月两部门对其进行了修订，并于同年
6月1日起施行代替2004版。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分别规定了对未按
规定标注能源效率标识，未备案能源效率标
识，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样式和规格不符合规
定要求，以及伪造、冒用、隐匿能源效率标识
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及相应处罚。处罚措施主要
包括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曝光和罚款。
认识能效标识，到底能省多少钱
目 前 我 国 的 能 效 标 识 将 能 效 分 为 1、 2、
3、4、5共五个等级，等级1表示产品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最节电，即耗能最低；等级2表
示比较节电；等级3表示产品的能源效率为我
国市场的平均水平；等级4表示产品能源效率
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等级5是市场准入指标，
低于该等级要求的产品不允许生产和销售。
为了在各类消费者群体中普及节能增效意
识，能效等级展示栏用3种表现形式来直观表
达能源效率等级信息：一是文字部分“耗能
低、中等、耗能高”；二是数字部分“1、2、
3、4、5”；三是根据色彩所代表的情感安排
的等级指示色标，其中红色代表禁止，橙色代
表警告，绿色代表环保与节能。
据了解，目前，1级能效的定频空调达到
3000瓦的制冷量每小时用电0.
83度，3级能效
定频空调达到同样制冷量需要每小时耗电近1
度。而已停止生产销售，但仍在许多家庭中使
用的原4、5级能效空调，达到同样的制冷指

标，需要耗电近1.
5度。如果按照一天使用空
调5小时计算，一天下来，现行1级空调比原有
5级空调可以每天省电3.
15度，一个夏天下来
就是315度电。
这些仅从耗电量方面衡量，还不包括1级
能效电器在噪音、环境、性能等其它方面远远
优于过去的4、5级电器。况且，现在家家户
户吃穿住行都离不开电器，如果你家的电器都
是1级能效，那整体算下来这个数字就更加可
观了。
33类产品涉及能源效率标识，你家在用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
目录 （2016年版） 共涉及33类产品。
家用电冰箱、房间空气调节器、电动洗衣
机、单元式空气调节机、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
光灯、高压钠灯、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冷
水机组、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
炉、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多联式空调
（热泵） 机组、储水式电热水器、家用电磁灶、
计算机显示器、复印机、打印机和传真机、自
动电饭锅、交流电风扇、交流接触器、容积式
空气压缩机、电力变压器、通风机、平板电
视、家用和类似用途微波炉、数字电视接收器
（机顶盒）、远置冷凝机组冷藏陈列柜、家用太
阳能热水系统、微型计算机、吸油烟机、热泵
热水机 （器）、家用燃气灶具、商用燃气灶具、
水 （地） 源热泵机组、水 （地） 源热泵机组、
普通照明用非定向自镇流 LED 灯、投影机。

本报讯 （记者邓建雄） 虽然已
过立秋，可天气却丝毫没有凉快下
来的意思。从8月4日开始，我区已
经持续六天“低烧”。最高气温基本
在 34℃ 到 36℃ 徘 徊 ， 温 度 不 是 最
高，但闷热丝毫未减半分。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获悉，周末
主基调还是“热热热”
，火力全开的
酷热天气真是挡也挡不住。尤其是
午后的炎热感仍难以摆脱，体感上
的燥热更是容易中暑，大伙外出一

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今明两天阳光仍会坚守岗位，
受副高南侧偏东气流影响，我区气
温将在25℃—34℃之间。
此外，目前海上热带系统比较
活跃。今年第14号台风“摩羯”已
于8月8日生成，预计将于11日夜间
进入东海东部海面，其后期路径还
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气象部门提醒，
相关部门要继续关注台风预警信息，
留意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巨大肿瘤卡在老太喉部，如采用常规麻醉，易
导致肌肉松弛，阻断呼吸——
—

患者“清醒”麻醉 医生妙手回春
本报讯（记者朱旭 通讯员王云
鸿）10×8厘米的巨大肿瘤，
差不多是
一个健壮的成年男子拳头大小，
卡在
一名老人喉部，
随时可能导致窒息死
亡。
如何切除肿瘤？怎样让老人安全
康复？顶着多方压力，
区人民医院日
前为87岁高龄的陈阿婆进行了
“清醒
气管插管”全身麻醉，顺利将这个横
亘在老人气管前端的“庞然大物”
切
除。这也是该医院首次成功实施
“清
醒气管插管”
全身麻醉手术病例。
一个多月前，
家住骆驼的陈阿婆
被家人紧急送进区人民医院。据急诊
医生回忆，当时陈阿婆脖子严重变
形，
呼吸困难，
亟需手术治疗。术前检
查发现，
巨大肿块是脖子里一个生长
了5年之久、
长径近10厘米的肿瘤。更
为棘手的是，陈阿婆年老体弱，多个
脏器都有毛病。
时间不等人，
医院手术团队迅速
制订了治疗方案，
然而第一环节——
—
麻醉关就遇到了困难：
如采用常规气
管插管麻醉，
易因药物作用导致肌肉
松弛，造成巨大肿瘤“脱逃”
，以致阻
断病人正常呼吸。

“如果实施
‘清醒气管插管’麻醉
法，
让患者在意识清楚情况下切除肿
瘤，
应该能最大限度保证病人手术安
全，
有助于术后快速恢复。”经过5次
联合会诊后，
该院麻醉科主任潘应锋
提出一个大胆尝试：
由科室里经验最
丰富的医生组成
“攻坚小组”
，负责最
关键的气管插管麻醉操作。然而，
此
方法不可控因素多、技术要求高，
操
作人员必须具备过人的心理素质和
应变能力，
很多医院并不主张实施。
为了确保术前准备顺利，
医院同
陈阿婆5个子女进行“三方会谈”
，
讲
解手术可能出现的风险，最终得到对
方应允。
幸运的是，此次手术相当成功。
手术当天，
在潘应锋麻醉团队与甲乳
科主任严梅娣的手术团队通力配合，
经过6小时奋战，顺利摘除这块折磨
了陈阿婆5年的肿瘤。在医院精心照
料下，阿婆日渐好转，并于日前顺利
出院。
如今，看着顺利恢复的母亲，
陈
阿婆二女儿朱阿姐心里满是喜悦：
“感谢镇海人民医院的医生把我母亲
从
‘鬼门关’
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