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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手巧
快乐暑假

为丰富社区青少年的暑期业余生
活，培养他们的动手、动脑能力，近
日，不少社区开展了“心灵手巧”青少
年暑期手工制作活动。五丰社区邀请烘
焙达人刘淑娟指导小朋友们制作披萨和
蛋挞，湖西社区教小朋友们画扇纳凉，
华庭社区开展手工帽子DIY活动，鼓励
小朋友们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亲手制作一顶独一无二的遮阳帽。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王佳靖 金丹霞 叶敏 摄）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严银燕

新手妈妈小陈这几天有点纠
结，两岁的孩子前几天一直咳嗽不
止，去医院看了后，医生开了几天
的雾化治疗。“前几天朋友圈在传
雾化有副作用，而且对宝宝的伤害
比输液还大，一直在纠结要不要给
孩子继续做雾化。”雾化治疗真的
如“传说中”那么可怕吗？记者近
日采访了县妇保院儿科主任王耀
东。

“其实，雾化是将药物制成直
径为几微米的小液滴或小颗粒，也
就是气溶胶，随着呼吸，药物会直
接进入呼吸道和肺部，常用于缓解
治疗哮喘、咳嗽等呼吸道疾病。”
王耀东说，由于雾化吸入可直接作

用于发生病变的呼吸道和肺部，对
比口服或静脉输液，它起效更快、
效果更好；局部药物浓度高，但总
体用药剂量小，仅为全身用药的几
十分之一，不良反应少。目前已经
成为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毛细
支气管炎、肺炎、过敏性咳嗽、变
应性鼻炎、喉炎等多种疾病重要的
辅助治疗措施。由于雾化吸入给药
方便，不需要刻意配合，尤其适合
各年龄段的儿童呼吸系统疾病。

王耀东提醒说，虽然雾化看似
比较简单，但和打针、吃药一样都
是一种给药的方式，需要先由医生
诊断病情、对症用药，不能自己乱
来。治疗哮喘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
药物品种较多，患儿每次发病情况
又有所不同，使用药物的剂量、次

数和疗程也不同，医生要根据个体
病情随时调整用药。因此，患儿及
家长应该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
雾化治疗，切不可贪图一时方便，
擅自治疗，以免造成不良后果。

针对网上流传的一些关于雾化
的可怕说法，王耀东说，在雾化治
疗上其实很多家长存在一些误区。

误区一：“吸入的布地奈德是
激素，副作用大”。这种观点是只
知其一不知其二，实际上布地奈德
混悬液通过雾化治疗只是局部用
药，对于气道及肺部能起到快速抗
炎作用，并非全身吸收，所以基本
上是没有副作用的。

误区二：“只要能喷出雾的机
器都能用来治疗咳嗽”。雾化治疗
儿童气管和肺部疾病是有严格要求

的，一是压力要很稳定，二是喷出
的颗粒直径大小均匀，雾化用的机
器不合格也是很多患儿用同样的药
物雾化效果不好的原因。

误区三：“雾化没什么用”，所
以很多家长通常以孩子不配合为理
由拒绝雾化。宝宝在患哮喘、毛细
支气管炎、支气管炎或肺炎时，保
持呼吸道的通畅是关键，雾化通常
是抗炎、解痉、止咳祛痰三联药物
同时进行，起效快、副作用小、缩
短病程，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误区四：“雾化里有抗生素会
造成抗生素滥用”。目前抗生素一
般不作为雾化药物，国内没有批准
抗生素可用于雾化，但不能排除个
人诊所里有不规范使用抗生素雾化
的情况。

雾化有副作用、雾化对宝宝的伤害比输液还大、雾化使用的药物很可怕……

雾化并不像网上传得那么悬 别因噎废食

记者 方景霞

近日，市民王女士向本报百姓
事马上办平台反映，中山中路跃龙
市场路口和世纪联华路口的斑马线
前设置了信号灯，怎么通过成了难
题，是以信号灯为准，还是以没有
行人等待通过斑马线为准？还是同
时满足信号灯为绿灯且没有行人等
待通过斑马线这两个条件才能通
过？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平时上下
班不经过中山中路，但熟知礼让斑
马线这回事儿。7月 7日那天，王
女士因为有事临时改变了上班路
线，需绕中山中路，发现跃龙市场
路口和世纪联华路口的斑马线前有
了新变化——信号灯。“我到斑马
线前的时候，机动车道信号灯是绿
灯，但有行人过马路，按照之前礼
让规定，我没通过，旁边车道的车
辆也没有通过。后来信号灯变红
灯，更不敢过了，虽然中间有段时
间没有行人。再后来，信号灯变
绿，斑马线前依然有行人通过，只
能再等，直到有一次碰到既是绿灯
又没有行人过斑马线才通过，一个
路口等了好几分钟！”

两个路口的通行经历让王女士
“抓狂”，同时也产生了上述三个疑

问。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县
交警部门。

交警介绍，这两个路口斑马线
前的信号灯是按钮式人行横道过街
信号灯。从早上 7点到晚上 9点，
信号灯周期为 30 秒人行横道绿
灯、60秒机动车道绿灯。而晚上 9
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行人要过马
路，必须按一下按钮，此时，机动
车道信号灯会有 6秒绿灯及 3秒黄
灯过渡，然后人行横道就会转绿
灯，行人可以过马路。总之，机动
车过马路，要以信号灯为准，如果
有行人闯红灯，则要在保障安全的
情况下缓慢通过。

那么这个过街信号灯运行得怎
么样？7月 8日上午 8点半，记者
来到中山中路跃龙市场路口前的斑
马线上观察，发现该路口虽然新安

装了信号灯，但大多市民都是不管
红灯、绿灯，直接过马路。由于这
条人行横道路口已经实行车让人制
度一年多，所以即使信号灯显示是
绿灯，但只要有市民过马路，车辆
都会自动在斑马线前停留礼让。同
时，也有部分车辆在没有行人过斑
马线、但信号灯为红灯的时候通
过。记者了解到，这种通过方式将
会因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以“闯
红灯”的标准进行处罚。

事后，记者也将这一通过规则
反馈给了王女士。王女士建议，最
好在路口明显的地方注明机动车通
过规则，例如“机动车过斑马线以
信号灯为准”，不然那些按照之前
的礼让规则，以行人为准，让了行
人却闯了红灯的司机太“冤”了。

斑马线前有了信号灯 怎么通过难倒司机
交警释疑：以信号灯为准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员 姜燕华） 近日，宁波市第
三届红茶评比揭晓，我县望海茶公
司、望府茶公司、天顶山茶场、深
甽岭峰茶场、俞氏五峰农业及晶源
茶业等 6家企业选送的红茶产品获
金奖，获奖数量位列全市之首。

我县一直是绿茶大县，现有茶
园面积 5.3万亩，生产的茶叶种类
涉及绿茶、黑茶、红茶及乌龙茶。
随着茶叶市场的进一步流通，消费
者不再满足于单一的绿茶口味，再
加上名优绿茶生产成本不断提高，
销售价格不升反降，导致绿茶利润
空间进一步压缩。不少茶企为了扩
大产值，在生产名优绿茶的基础
上，采摘一芽一、二叶用以生产红

茶，以提高茶叶利用率，从而提升
利润，延伸茶产业链。虽然还未进
入规模化生产，但红茶生产势头已
可见一斑。不少茶企纷纷涉足红茶
生产并初见成效，在刚刚结束的
2017“浙茶杯”红茶评比中我县茶
企斩获颇丰，望府茶业有限公司选
送的“望府”牌红茶获金奖，桑洲
茶场选送的“平园双尖”牌和太阳
山茶场选送的“岳峰山”牌红茶分
别获得银奖。据悉，2016年，我县
红茶产量约 20吨，产值达到 2000
万元，红茶生产企业达一定规模的
有 20余家。开发红茶生产成为我
县调整茶产业结构，适应市场需
求，开发特色茶叶的有效途径之
一。

宁波市第三届红茶评比揭晓

我县6只红茶产品获金奖

本报讯 （记者 娄伟杰 通
讯员 周宣安） 近日，县公安局
跃龙派出所辖区内发生多起“兼职
刷单”被骗案件，跃龙派出所负责
人在接警后高度重视，迅速部署，
指派专人负责该案。经办案民警细
致侦查、周密布控，这起涉及全国
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网络诈
骗案件被成功侦破。

2017年2月10日，吕女士在百
度上看到一条帮助商家刷信誉赚取
佣金的信息，对方承诺只要交付一
笔小额押金，会操作支付宝进行扫
码，足不出户便可获得一大笔佣
金。平日正好有空闲时间的吕女士
信以为真，却不曾想一张犯罪嫌疑
人精心密织的“诈骗网”正向她罩
来。

在后来两天的网上聊天中，对
方向吕女士详细讲解了“刷单流
程”，并发送了一条商品链接，然
后发来一个支付二维码的图片，需
要吕女士扫码完成任务后才能领取
本金和佣金。当吕女士扫码付款完
毕后，不久便收到了对方支付宝转
账的佣金，吕女士感觉对方很讲诚
信，放松了警惕，并要求继续“工
作”刷单，殊不知自己正一步步掉
入犯罪嫌疑人的诈骗“大网”中。
随后，对方又向吕女士发来一条商
品链接，要求吕女士连续拍 15单
才能退还押金和佣金，吕女士虽然
觉得不对劲，但是也没多想，经过
一次次刷单共累计向对方转账 4万
余元，但对方后来迟迟没有返款的

行为让吕女士心生怀疑，便要求对
方返还 4万多元本金。而对方却说
他没有退款权限，将一个所谓的公
司退款客服QQ给了她，客服称如
果要退款需先进行身份验证，随后
发给吕女士一个二维码，让吕女士
用支付宝扫描，吕女士此时才醒悟
过来，连忙报警。

跃龙派出所接警后，迅速安排
民警开展摸排工作。经排查，发现
不仅辖区内有多名群众受骗，被骗
群众更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多个省。
整个作案过程及资金流向皆通过网
络实施，犯罪嫌疑人全部冒用他人
身份信息，侦办难度极大。办案民
警从仅有的两个QQ号和一个支付
宝账号着手，通过梳理研判案情和
大量的外围侦查工作，最终确定了

“退款客服”所在地为江西省南昌
市高新区。5月 12日，民警在高新
区成功抓获假冒退款客服的福建泉
州籍犯罪嫌疑人 5 人。经审讯深
挖，犯罪嫌疑人林某交代其伙同他
人在网上盗取公民某宝购物信息，
然后通过这些信息来冒充某宝商
家，骗吕女士通过某宝刷单可以赚
钱的方式引其上当。

警方提醒：犯罪嫌疑人往往以
工作轻松、高薪酬回报为诱饵，市
民如发现此类情况不要轻易扫描二
维码，更不要轻易给对方转账汇
款。该骗局具有受骗群体大、被骗
数额大、发案率高、取证难度大等
特点，一经发现请及时向公安机关
报案，避免更大的损失。

“兼职刷单”赚佣金？一女子被骗4万

我县警方成功打掉一跨省犯罪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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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娄 伟 杰
通讯员 林颖） 记者昨日从县交
警大队获悉，车管所和交通违法处
理大厅将于7月26日搬迁到宁海县
桃源街道平安西路 39号（汽车 4S
店片区汽车生活广场东侧）新车管
所大楼办公。需要办理相关业务的
市民请前往新址办理。

车管所机动车上牌点（即新车

注册、二手车转移登记服务站）搬
迁到宁海县桃源街道平安西路 99
号浙东二手车淘城 19幢（汽车生
活广场内），机动车查验区设在浙
东二手车淘城18幢。

因车管所和交通违法处理大厅
搬迁需进行系统调试，7月24日、25
日暂停业务办理，在此提醒需要办
理相关业务的市民别跑空啦。

县车管所和交通违法处理大厅要搬迁啦

爱心茶摊送清凉

连日的高温给露天作业的环卫工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近日，跃龙街道东观社
区在辖区设立爱心茶摊与休息室，专门为环卫工人提供喝茶、歇脚的地方，并配置
风油精、藿香正气水、人丹等消暑药品，让城市美容师感受到了夏日的一丝清凉。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葛剑锋 摄）

湖西社区画团扇

五丰社区玩烘焙 华庭社区太阳帽DI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