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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关注】

创意礼物送妈妈

七夕来临之际，湖西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
开展了一场“特别的日子 献给妈妈的爱”的
活动。孩子们自己动手制作风铃，并亲手送给
妈妈。收到孩子精心制作的礼物，妈妈们笑开
了颜。

（通讯员 王佳靖 摄）

中医下村来

越溪乡大陈村是越溪乡卫生院社区慢性病（高
血压、糖尿病）运用中医药技术服务管理试点村，
日前，乡卫生院组织联村医生、中医师等20余人来
到该村祠堂，对当地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进行义诊。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陈双双 摄）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葛超
实习生 胡慧慧 陆海燕

今年 4 岁的小鹏是一个小调
皮，在家待不住，即便大中午也会
到外面去玩。前天，一向精神头很
好的他，突然坐在一旁不动也不
说，耷拉着脑袋。奶奶一看小家伙
不对劲，赶紧让家人按住他，要给
小孙子刮痧，但是儿媳妇却说那么
小的孩子不能刮，要送医院。孩子
中暑到底能不能刮痧？日前，记者
就此采访了县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
医师应震红。

“刮痧是比较有特色的中医自

然疗法的一种，可以有效缓解中
暑，但是两周岁以下的孩子中暑不
建议刮痧。”应震红说，夏天孩子
是容易中暑的人群之一，很多百姓
选择用刮痧的方式来缓解，但两周
岁以下的孩子皮肤过于娇嫩，刮痧
容易导致其皮肤破损。而且刮痧的
手法和力道是有讲究的，父母不懂
刮痧的话，不要随意给孩子刮痧，
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如果
孩子中暑比较厉害，出现精神萎
靡、烦躁不安等症状，需要及时去
往医院就诊。

应震红说，一般来说，判断是
否中暑，可以先摸一下有没有发

烧，手指是否冰冷，问一下人是不
是感到很疲倦，试着揪一下印堂或
肘窝有没有轻微的痧疹，如果有以
上情况，则判断可能是中暑了。

在宁海，中暑的治疗一般都在
民间，真正到医院去治疗的患者并
不多。很多老人家都会刮痧，比较
常见的有揪痧、挑痧、拍痧等方
法。“刮痧要注意器具的清洁卫
生，如刮痧要用到刮痧板，放痧会
用到针具等，特别是放痧的放血疗
法，针具是侵入式的治疗，没有经
过专业的消毒容易感染。所以凡是
用到器具的刮痧方法，一定要注意
卫生。”应震红提醒，刮痧并不是

适合所有人，皮肤敏感易破损的人
群尽量不要刮痧。刮痧虽然适合的
范围比较广，但是如果在刮痧过程
中出现胸闷、恶心的症状，就不能
再进行刮痧治疗了。

适当的运动也可以帮助孩子增
强体质，预防中暑。应震红建议，
家长们可以在早上十点前，下午三
点后带孩子出门运动一下，但要避
开人群较多和空气闷热的地方。万
一孩子在户外中暑了，要将孩子放
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多喝水，不能
直接进入温度太低的空调房，否则
会加剧中暑。

暑气袭来，娃儿蔫了

医生提醒：两岁以下的宝宝中暑不宜刮痧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葛超
实习生 胡慧慧 陆海燕

进入暑期以来，县第一医院医
疗美容科的医生周挺迪有点忙，每
天都有手术，门诊量也比平时上升
30%，其中学生占 50%。要知道，若
在平时，医疗美容科在整个医院来
说门诊量属于“冷衙门”。

暑期学生成微整的“主力军”
小张是高三毕业生，为了在 9

月份进入大学后有一个全新的面
貌，她在妈妈的陪同下走进医院整
形美容科，她打算垫个鼻梁，让自己
的五官更加立体。

家长对孩子整形的心态也越来
越开放，基本上都是为了锦上添
花。小张说，高二的时候班级里就
有女生做双眼皮，还有开眼角等
等。小张的妈妈说，爱美是人的天
性，我也是女人，也爱美，希望我家
女儿变得更漂亮。

“微整形最受学生青睐，多以眼
部、鼻部等局部整形为主，由于这些

微整形手术效果‘立竿见影’，而且
两个月暑期的恢复期足够，是不少
学生的首选。”周挺迪说，目前医院
整容手术每天预约的就有一至两
个。暑期求美的学生大多是先在家
里与父母商量好，得到父母的支持
和陪同，才来医院预约做手术。这
也说明大家对待微整更加理性和开
明。不过，周挺迪也提醒求美者，整
形至少要等到18岁之后。

医疗美容需资质
根据相关规定，美容包括医疗

美容和生活美容，只具有生活美容
资质的机构并不允许进行打玻尿
酸、瘦脸针等微整形行为，实际情况
又是如何？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

在位于气象北路的一家美容
店，记者假装是想做整容的顾客，工
作人员介绍说，店里目前在做的是
纹眉手术，割双眼皮等手术要去台
州美容整形医院做，店里主要负责
帮顾客联系医院和医生。在位于正
学路的一家美容院，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店里主要负责给顾客做面膜、
开背等服务，涉及“动刀”的整形手
术则在宁波的一家美容医院进行。

“美容院只是生活美容，他们不

具备医疗美容资质。”县卫生监督所
一执法人员告诉记者，人们常说的
打玻尿酸、瘦脸针、美白针、隆胸、隆
鼻、割双眼皮、纹眉等都属于医疗美
容范畴，服务场所必须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动刀者”需有医师
资格；而生活美容服务一般是非创
伤性和非侵入性的皮肤清洁、护理、
保养、修饰等服务，比如市民去美容
院洗脸、按摩脸部、敷面膜等。目前
县卫生监督综合管理系统在线管理
的持证美容场所达 92家，均为生活
美容场所，被核准开设并开展医疗
美容科目的仅为县第一医院和县第
二医院。

到正规医院找正规医生
周挺迪提醒，目前整形美容机

构鱼龙混杂，爱美的学生做整形美
容项目前一定要慎重考虑，要选择
正规医疗机构，选择有相关资质的
医疗美容医生，正式手术前要“货比
三家”。

据了解，目前我国符合规定的
医疗美容机构包含公立医院美容
科、医疗美容诊所、医疗美容门诊、
医疗美容医院四大类别，除此之外，
市场上还存在着大量的黑诊所、工

作室，他们没有取得相关资质，但是
通过朋友圈、互联网、店家合作等渠
道来招揽求美者。部分低龄求美者
往往被这些非法美容机构夸大的宣
传、虚假的案例、低廉的价格所吸
引，踏进危险整形的陷阱。

另外，整容一定要从自身实际
情况出发，按照医学科学规律进
行。生病期间、有重大病史或正在
成长发育的未成年人等不能进行整
容手术。周挺迪说，未成年的孩子
因为身体组织发育还没有成熟也不
稳定，不适合做整形手术。此外心
肺功能有问题的，我们也不建议做，
还有需要提醒的是脸上有炎症或者
长青春痘，且处在活跃期，这种情况
也不建议做脸部微整。

当下社会，许多人将个人竞争
力与外貌联系在一起。专家表示，
年轻人不应盲目去整容，适度的修
饰应当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但
要避免“整容过度”，一味模仿复制
明星的外表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心
理，年轻人应当学会欣赏自我、增强
自信，不过度追求外貌美，更应注重
个人内在美的培养。

拼完学业拼颜值 暑期学生热衷“微整形”
专家建议保持理性

本报讯 （记者 王方） 近
日，台北市宁波同乡会创会 70周
年庆典举行，宁波访亲团 16人出
席，其中 5人为演员，带去 4个家
乡剧目。宁海平调传承中心薛巧萍
携《耍牙》、王秋桦陈佳敏携《十
八相送》登台献艺，博得了包括国
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台北市宁波同
乡会名誉理事长毛葆庆、香港宁波

同乡会代表，市台办、县台办领导
等与会者的一致夸赞。

《耍牙》为宁海地方剧种“平
调”的经典绝活，薛巧萍现为宁海
平调传承中心研究室主任，全国山
花奖获得者，国家首批非遗传承
人。此番赴台献艺，为开展甬台经
贸合作，促进两岸文化认同添砖加
瓦。

《耍牙》等献艺
台北市宁波同乡会庆典

实习生 胡慧慧

炎炎夏日，空调使用的频率居
高不下。室内的温度让人感到舒适
了，但沿街店面空调外机喷出的热
气和滴下来的水却让过路行人苦不
堪言。

记者昨天走访气象北路和银河
路一带发现，由于天气炎热，大部
分商铺都开启了空调，但这些空调
外机的安装状况实在令人担忧。许
多商铺将空调外机直接摆放在店门
口的地面上，而且没有任何安全防
护措施，只有少数席地而“坐”的
空调外机才有一层简陋的防护“铁
衣”。还有些店铺甚至直接将两个
外机叠放在一起，排出的滚滚热
浪，让路人避之不及。

记者沿银河路走了 300 多米，
沿街细数了一下，发现竟有 20多
家店铺的空调都直接“坐地”，而
且大多集中于餐馆和宾馆一带，其
中外壳有安全“铁衣”的寥寥无
几。在银河路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

王大伯告诉记者，空调放在地面上
在这条街是比较常见的，炎热的天
气加上空调排出的热浪，让他们这
些在户外工作的人倍感煎熬。

为什么不将空调外机上墙呢？
银河路一家餐饮店的老板表示，在
他们搬来之前，空调已经“落地”
安装了，安装不规范也和商铺门面
的设计有关，有的房屋设计时根本
就没有预留空调机位，让空调外机
无处安身，只得席地而“坐”。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还发现，
商铺不仅仅是空调外机安装不符合
规范，空调高空滴水的现象也很普
遍。只要有高层宾馆或商铺的地方
就会下“屋檐雨”，对此，很多过
路市民都避无可避。

对于空调的安装，国家有没有
相关标准呢？记者了解到，2001年
1月，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总局曾就
此制定发布了 《国家空调安装标
准》：空调器室外机安装与地面的
距离应高于 2.5米，且不得占用公
共人行道；空调器冷凝水的排放不
得妨碍他人的正常生活、工作。

记者就此事向有关部门进行了
反映，县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表
示，虽然国家制定了空调安装标
准，却没有法律规定如何处理不符
合安装标准的空调，存在执法难，
所以他们会建议市人大完善相关的
法律法规。

空调外机席地“坐”
安全隐患令人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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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hnews.com.cn
宁海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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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外机吹出的热风实测温度达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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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0—5：00
地址：宁海县时代大道160号宁波银行大厦5楼517室
咨询电话：65577928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商务公务包车（6座、20座、16座、
39座、45座、53座、60座、70座）
66928888 13732136971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微信手机同号）

大鱼馆餐饮
大鱼馆老店（一店正学路25号) 美食热线：65111177
老缑城文化主题餐厅（三店宁昌路86号) 美食热线：65222666
大鱼皇府至尊店（北斗北路289号） 美食热线：25595555
会展中心海鲜城(金水路333号） 美食热线：13216687777

空屋出售
位于总站后300米（回浦小学前

面）有 3 间空屋出售，12m×16m，学

区好，空间大，交通方便，价格面

谈。电话：13806656675（邬先生）

厂房转让
某企业位于桃源街道科园北路

有闲置厂房转让，占地面积 16742.7
㎡，建筑面积 17965.86㎡，配套设备

齐全，交通便利，可以整体转让或分

割转让。

电话：13805859588（范先生）

厂房转让
位于模具城有 6 间 3 层厂房转

让，面积 1080㎡，还有标准厂房 432
㎡，有 10吨行车，有意者电话联系，

价格面谈。电话：18969875796

街面屋出售
位于兴工二路有2间4.5层街面

屋出售，面积560㎡，价格面谈。

电话：13646619397

套间出售
位于桃源中路髟头间，面积 143

㎡+储，清爽装修，可直接入住，价格

141万元。电话：13968355960

银海嘉园38号（原公证处
办公用房）网络竞价公告

受委托,对坐落于银海嘉园 38
号（原公证处办公用房）进行公开网
络竞价，起始价：345万元，竞价保证
金：34.5万元。

标的详细信息，受让条件和报
名手续等详见宁海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址：www.nhztb.gov.cn，国有
资产网上交易系统。

联系电话：0574—65131829
0574—65131686

宁海县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工业厂房拍卖公告
兹有待拍卖工业厂房位于宁

海县大佳何镇大佳何村，有证建
筑面积9175.44平方米，无证建筑
面 积 123.2 平 方 米 ，土 地 面 积
11988.5 平方米，国有出让，工业
用地，评估价为 1853.4 万元。该
待拍卖物将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
第二次拍卖，起拍价 1039 万元。
有意者请与吴先生联系，电话：
0574-87255417。具体信息详见
淘宝司法拍卖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17年8月14日

房屋租售 公告启事

遗失启事
遗 失 残 疾 证 一 份 ，残 疾 证 号 ：

33022619400917480844，声明作废。

王雪妹

遗失提单一份，进仓编号：CN9079499，船名航次

EVER UNITED-153E，PO#0228257548，提单号：EG⁃
LV143787766933，此份FCR丢失，声明作废。

宁波虹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