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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里的咖啡馆

【记者调查】

走进智能小镇 感受智慧生活

日前，华庭社区、湖西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前往汽车智能小镇进行学习体验
活动。通过活动，让居民切实感受到智慧生活带来的便利，为打造智慧型社区
奠定基础。 （通讯员 王佳靖 金丹霞 摄）

记者 潘璐璐
通讯员 金丹霞 叶敏

秋冬换季，又到了收拾衣柜的
时候，家住华庭家园的陈女士对着
穿又不想穿扔又不舍得扔的旧衣犯
了愁，小区里就有一个旧衣物回收
箱，社区也在号召捐赠旧衣，究竟谁
是公益的？谁是商业的？到底该把
衣服往哪送？

回收箱各有“东家”
商业与公益并存

昨日，记者走访了新建住宅区，
看到旧衣回收箱显眼地摆在路边，
绿色的箱体个头不小，上面写着“支
持垃圾分类 创建文明城市”“爱心
衣物万里行”等标语，箱体侧面则标
注了旧衣物收集处理流程，看起来
挺正规。

记者看到，箱子里已经投放了
一些衣服，有牛仔裤、羽绒服、棉袄
等，其中一捆洗得较干净，叠得整整
齐齐的。“箱子放在这有一年了，虽
然不知道衣物最后都去了哪里，但
放进回收箱里总比扔进垃圾桶好。”
一位居民说，前两天她就放了两件
九成新的衣服。

据市民反映，类似的回收箱还
出现在下桥村、天景园、怡惠路、东
海路、县财政局附近等多地，这些箱
子不尽相同，颜色有蓝有绿，上面标
注的回收机构也不同，有绿动爱心、
衣佳源等，其中绿动爱心箱体上还
标有“宁海县环保局”字样。

记者拨通绿动爱心的服务热
线，对方称，这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民
间组织，收集的衣物根据不同的材

质和新旧程度，可以卖给企业制作
再生材料循环利用，大多数还是捐
赠到云贵地区，有小部分通过爱心
组织送给宁海当地的困难群众。除
了旧衣外，他们还接受鞋子、书本等
物品，每周回收两次，仓库设在桃源
街道西洋村。针对箱子上写的“宁
海县环保局”字样，他们解释道：这
是因为箱子上写了环保标语，实际
与环保局没什么关系。

消毒设备短缺，运输成本高
导致旧衣捐赠渠道不畅

为了获得较官方、权威的旧衣
捐赠渠道，记者联系了县环保局、民
政局、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等部门，
对方均表示，本单位不组织专门的
旧衣捐赠活动，也无法提供输送渠
道、接收单位。问及原因，称旧衣回
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仓库、
消毒设备、衣物分拣打包人员，以及
较高的运输成本。

县慈善总会工作人员称，几年
前，他们协助市慈善总会开展了一
次旧衣捐赠活动，收到不少衣服。
活动结束后算了一笔账，从宁波到
云贵地区的运费远远高于一货车衣
服的价值，还不算人力成本。

县环保局表示，不少回收箱上
都印了他们的名号，但这事和环保
局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并不知情，也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这些回收箱，对
于该组织如何处理衣物，值不值得
信赖，他们不置可否。

爱心人士捐新衣
社区助力送温暖

虽然旧衣不收，但新衣还是有
接收渠道的。据了解，因新衣不需
要消毒，因此县红十字会可接收带

着标签、有包装的新衣，这些衣物
一般用于救助县内困难人群。还有
跃龙街道五丰社区爱心超市，人们
将全新的衣物送来这里进行二次销
售，衣物一般以“爱心币”或现金
的形式出售给困难人群。五丰社区
工作人员说：“爱心工作站成立十
年了，越来越多爱心人士自发加
入，尤其是一些做服装生意的人，
歇业的时候会把剩余的衣物无偿捐
赠给社区，数量大，衣物质量也不
差。”除了衣服，他们也接收旧家
电和一些生活日用品。工作站地址
在环城北路 132号，开门时间为周

一至周五的8：30——16:00。
此外，桃源街道华庭社区已坚

持六年公益回收旧衣服，并送到云
南彩云公益。考虑到云贵地区的气
候特点，接收的主要为毛衣、羽绒
服、棉、呢大衣等冬衣，最好是全新
或九成新的。社区会进行检查、分
拣、打包，对方单位接收后会再次检
查，经消毒送往各地，衣物最终去向
会公布在社区微信公众号上。因活
动已持续多年，现在每年时间一到，
无需社区发动，居民也会自发捐赠。

我捐的旧衣去哪了

旧衣回收箱五花八门，真假难辨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夏亚萍

八个月的宝宝频繁呕吐、腹泻，
一天少则五六次，多则十余次……
昨天，家住桃源街道的张女士又带
着小宝赶到县妇保院。

儿科门诊医生冯伟仔细询问病
史，经过体检及血常规等检查后，开
始给张女士的小宝开处方。冯伟告
诉记者，仅上午两个小时已经接诊
了8个类似症状的患者，其中以婴幼
儿为主。

自 10月底开始，县妇幼保健院
儿科门急诊就接连不断地接到发
热、呕吐、腹泻症状的患儿，每天平
均在 50-60人，占儿科总门急诊量
的 10-20%。这些患儿多为感染了

轮状病毒或诺如病毒。儿科主任王
耀东介绍，秋冬季轮状病毒和诺如
病毒进入好发期，大多数患儿腹泻
都因它们在“作祟”。不过，轮状病
毒感染的对象主要是 3岁以下的婴
幼儿，一般在秋冬季节流行，因此又
称做“秋季腹泻”。若感染了轮状病
毒，一般 1-3天发病，典型患儿常先
有轻度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发热，呕
吐，继之腹泻，病程在 7天左右甚至
更长；而诺如病毒感染的对象有成
人，也有儿童，若感染了诺如病毒，
48小时内会出现恶心、呕吐、发热、
腹痛和腹泻等症状，严重时可因腹
泻脱水致死，病程一般不超过一
周。

虽然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看似

来势汹汹，但这类疾病属自限性疾
病，只要对症处理，及时补液防止脱
水，通常在一周左右都能自愈。但
如果没有得到家长的重视，有可能
引起严重后果。王耀东说，宝宝在
连续腹泻后，身体有可能出现缺水，
继而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或者代
谢性酸中毒，严重者可能危及生命；
也有可能导致病情迁延，造成患儿
营养不良，影响生长发育。有传统
观念认为，对于治疗急性腹泻疾病，
应该采用禁食治疗，但这种让胃肠
道休息甚至是饥饿的治疗方法并不
靠谱。事实上，发生腹泻时，一般不
要禁食，尤其对婴幼儿来说，反而要
鼓励孩子多进食，可少量多餐。饮
食宜以流质和半流质为主，只有当

患儿频繁呕吐时才需禁食，而此时
一定要到医院补液，防止脱水。

腹泻的最大危害是脱水，王耀
东提醒家长要及时为患儿补充水
分。最常见的办法是服用“口服补
液盐”，家长们能够在各大医院买
到。宝宝们还可以通过喝炒米汤来
止泻，具体做法是将普通大米洗净、
晾干，用大锅炒至金黄色，加水煮
粥，再把粥汤给孩子喝。此外，给孩
子吃炖熟的苹果也是一种方法。在
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居室通风，避免
带宝宝到人流密集场所。儿童还要
注意个人卫生和勤洗手，清淡饮食，
加强体格锻炼，增强体质和抵抗
力。另外，2个月至 5岁的婴幼儿还
可以口服轮状病毒活疫苗预防。

秋冬季小儿腹泻高发
从10月底开始，县妇保院每日接诊五六十位发热呕吐腹泻的小病号

这个冬天让环卫工人暖身又暖心

日前，阳光社区开展“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活动，为环卫工人送温暖。
邀请环卫工人参加茶话会，为他们送上保温杯、手套等冬季礼盒，让环卫工人
暖身又暖心。 （通讯员 应佳翔 摄）

下桥村路口的“绿动爱心”旧衣回收箱

为了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宁

海市民来一次亲密接触，提升宁海的城

市文化品位，促进宁海的旅游产业发

展，首届中国(甬缑)艺博会暨玉石品鉴

会将在宁海举行。

宁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人

杰地灵，古有方孝孺、胡三省，近有潘天

寿、柔石，今天的宁海更是处处洋溢着

浓浓的文化气息。这次举办首届中国

(甬缑)艺博会暨玉石品鉴会的主办方之

一——上海云洲古玩城具有丰富的办

展经验，已在上海举办过十届“古博

会”。此次艺博会将是一场艺术的盛

宴，展出中国各朝各代精美绝伦的玉器

上品及当今国内30多位顶尖优秀玉雕

大师的近600件作品，展览期间还将举

行开幕式、数场专家讲座、艺术沙龙、书

画作品展示、市民赏析等活动。

一、时间：2017年12月8日—12月10日
二、地点：宁海县会展中心B馆

三、组织单位:
主办：上海市收藏协会、上海云洲古

玩城

协办：上海宝玉石行业协会、上海古

玩经营协会、上海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学术指导：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中国

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

承办：上海茂墨城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宁波晔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参加本次活动的领导嘉宾：
1、四川省人民政府特聘专家、四川大

学经济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于建玮
2、文化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

秘书长兼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常务主

席、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成都市文联副主席

——王琦

3、上海市文广局原副局长——王小明
4、国家博物馆艺术品鉴定中心主任

——岳峰
5、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会长——侯彦成
6、中国文物学会收藏鉴定委员会会

长——胡萍
7、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
8、上海云洲古玩城总经理、上海古玩

经营协会会长、中华古玩城联盟副理事长

——吴中泽
9、上海宝玉石行业协会秘书长——

侯云洲
10、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叶舒宪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和田

玉鉴定评估师——王宇
12、上海天艺书画院院长、中国硬笔

书法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上海中华书画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王讯谟
13、上海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笔墨

博物馆馆长、中国宝玉石协会副会长、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篆隶委员会副主任——

许思豪
14、中国当代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上

海海派书画院副院长——吴谷生
五、参会中国玉雕大师：
1、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上海海派玉雕

文化协会副会长，第二届玉雕“神工奖”评

委。在业界他被誉为“罗汉三杰”之一

——洪新华
2、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上海海派玉雕

文化协会高级艺术顾问——易少勇
3、中国国家艺术大师、海派玉雕大

师、玉雕国家高级技师、上海海派玉雕协

会理事——彭志勇
4、还有陆华、杨冬光、黄杨洪、刘海、

汪立等多位大师参加本次艺博会。

首届中国(甬缑)艺博会暨玉石品鉴会

日前，浙江省职工艺术团到前童镇游客中心举行“中国梦、劳动美、工会
情”送文化慰问演出，不仅丰富了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激发了广大职
工的工作和创业热情。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葛鹏超 摄）

唱响中国梦 劳动最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