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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曹维燕

快过年了，买些鲜花、绿植装
点家居环境，成了不少市民的习
惯，因而花市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热
闹的季节。蝴蝶兰、富贵竹、百合
等都是传统的抢手货。不过节日买
鲜花特别“扎手”也是不争的事
实，有些“浪漫陷阱”也需要提
防。

随着情人节等节日的到来，玫
瑰的销售也是一天一个价，越来越
抢手了。记者从一些花店了解到，
前两年情人节卖得最火的玫瑰当数

“蓝色妖姬”，曾在节日当天被炒到
百元一枝。但其实“蓝色妖姬”就
是用蓝色染料染出来的，大家见得
多了也就不稀罕了。如今鲜花市场
上，买花送女朋友不一定就选玫
瑰，只要花束整体大气好看，大家
也都乐于接受。“这几年桔梗、郁
金香等都蛮受欢迎的，当然还有一

些比较少见的进口花也是送人的最
佳选择。”位于潘天寿广场边上的
一家花艺店老板表示。

逢年过节，鲜花价格暴涨几乎
是规律。有家花店老板花姐告诉记
者，按照往年的经验，农历廿七、
廿八、廿九三天，是市民买花的高
峰期，同时鲜切花、盆栽的价格也
在这几天达到了顶峰。比如之前卖
98元一枝的北美冬青，这两天价格
涨到了 158元一枝，但仍是供不应
求。

对于鲜花价格飞涨的问题，花
姐表示，其实这不仅对消费者有影
响，更给花店店主们带来了巨大的
压力。“年关前的囤货，对于花店
来说更像是一种赌博。”花姐说，
年前的人工、运输费用都成倍上
涨，导致鲜花价格上升。同时一般
的店家为了保证供应，都会在过年
前囤大量现货，但不一定都可以顺
利卖掉，为了减少损失，提高价格
也是必然之举。

如果大家想在过年的时候买到
价格适中的花草，建议改变现买的

习惯，提早向花店预订。比如在廿
四前后定好自己所需要的花，在廿
七、廿八去取，价格低且不会影响
花的新鲜度，同时也减少了店家备
货的压力。

除了价格暴涨，花市消费还要
提防以下几个陷阱。如代人送花，
要注意鲜花品质。由于预订，买花
的人无法进行当场验证，有些花店
可能以次充好。“代送鲜花业务可
能存在这类情况。”花鸟市场的一
位老板对记者说，“一些顾客委托
花店送花给亲朋好友，仗着收花人
根本就不知道预订时的情况，也不
好意思问订花人，一些不法花店就
钻 空 子 ， 短 斤 缺 两 、 以 次 充
好。”

还有就是过度包装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买鲜花，近一半的钱
是在买包装纸。”花店老板向记者
透露，原本一束鲜花只需三四张
纸，但就有一些花店偏偏给你用上
七八张，甚至还会建议消费者用包
装纸把每一枝花都包扎起来，因为
包装纸的利润非常高。

用国产花冒充进口花的伎俩也
不少见。在一些花店里，老板往往
向客户介绍一些高档鲜花，谎称是
进口的。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所
谓的进口花有相当部分就是地道的
本地花、国产花，最远的不过来自
海南或昆明。花姐说，大家不要一
味迷信进口花，进口花不一定就好
看，也不代表价格一定贵，现在从
厄瓜多尔、肯尼亚、荷兰等地的进
口花已经占据了我国一定的市场份
额，进口花的价格也趋向于走低，
总之，不要非进口花不买，只要花
色好看，花形独特，价格可接受，
是不是进口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至于如何挑选鲜花，花姐告诉
记者，选花的时候一定要看花精神
不精神。挑的时候要选枝条切口新
鲜的，如果切口结痂，则意味着花
吸水不太好，脱水较久了。还有就
是叶面上带露珠的花并不一定就新
鲜，有些老板会在花瓣上洒水，花
瓣叶面上长期有水珠，可能更容易
腐烂。

节日买花，需提防“浪漫陷阱”
这些挑花技巧可以get

本报讯 （记者 潘旭婷 通
讯员 葛超）“童主任，真的很感
谢您，是您改变了我！”前不久，在
县第一医院口腔科，患者小李拉着
口腔科主任童立楠医生不停地道
谢。

原来，今年 24岁的小李天生
牙胚畸形，不但牙齿咬合情况非常
差，日常进食基本以流质为主，而
且严重影响了自身形象。小李辗
转于各大城市口腔医院，但每位专
家在看了小李口腔的片子后都直
摇头。无奈之下，她抱着试试看的
心情来到县第一医院找到了童立
楠医生。“其实，我刚看到她的牙时
也感到很棘手，一口东倒西歪的
牙，而且上下两排牙齿一点都无法
咬合，还有两颗超长牙齿的处理，
非常麻烦。”童立楠说。但童医生
并没有因此而拒绝小李。口腔科
医生们用了三个月时间和小李沟
通，制订治疗方案，又计划用半年
时间拔出所有畸形的牙齿并种植
新牙，最后重新建立咬合关系。

在小李的整个治疗方案中最
难的一步便是两颗超长牙的拔除，
一般正常的牙齿长度不会超过 25
毫米，而这两颗牙的长度达到了39

毫米和 36毫米。这两颗超长牙分
别为左下第一双尖牙和尖牙，几乎
全部埋在牙骨中向下伸长，牙根部
位到达了下颌骨的边缘。“最麻烦
的还是这两颗牙与牙骨之间少了
牙周膜和软组织的包围直接长在
了一起，我们只能用动力系统一边
去骨一边拔牙，技术难度非常高。”
童医生说，两颗牙齿的拔除耗时近
两小时。

如今，小李已经成功拔除了 8
颗畸形牙齿，种植了 4颗，接下来
等牙齿全部种植完成、重建咬合关
系后就可像正常人一样进食了。

难以启“齿”的问题一朝得解
两颗近40毫米的牙齿，

让她20多年来只能靠流食维生

一楼经营项目：塑料用品、副食、五
金电器、厨房用品、粮油、日化。

二楼经营项目：床上用品、文具体
育用品、婚庆用品、玩具、小百货、劳保
用品，还有少量余铺。

三楼经营项目：窗帘、家纺、服装、

文具、图书及各类商品的出样，价格特
别优惠，每平方米6角。其中三楼南面
还有约 1000平方米的儿童游乐场，有
现成的设施低价转让，三楼楼梯直通南
面二楼（原加贝）。

宁珠商贸城三大优势
一、地理环境优越：商场位于城区

商业中心，紧靠跃龙菜场、小商品市场、
人民大道地下商场。

二、交通便捷：商场南有人民大道，
北有中山路，东有 260个停车位，地下

有 60个机械停车位，距离潘天寿地下
车库只有几步之遥，交通十分便利。

三、商场布局合理：商场提供 10部
扶梯、2部货梯和中央空调。商场商品
分类清晰，商铺以透明的形式出现，宽
敞明亮大气。

热烈祝贺宁珠商贸城（龙珠大厦北）招商圆满成功
坐拥财富 共同发展 诚邀您的加盟

招商热线：65599899 地址：中山中路108号（跃龙菜场旁）

农贸市场商户已进驻

礼堂“村晚”年味足
日前，强蛟镇“2018我们的村晚”在临港村文化礼堂举行。歌舞、小品、越剧

等辖区各村（社）自编自导自演的精彩节目，赢得了乡亲们的热烈掌声，期间还对
美丽村庄、美丽庭院、美丽窗口及好干部、好青年、好职工、好家庭、好榜样“三
美五好”进行表彰，把“最美”精神传递到千家万户。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吴立高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韵健 通
讯员 孙飒 翁亚雯） 日前，县
公管所执法人员在桃源街道下金
村巡查时发现一辆牌照为浙
BP2021 的大型旅游客车正在上
客。执法人员上前进一步检查时，
发现该车涉嫌非法从事道路旅客
运输。

据了解，该车从宁海出发前往
湖南凤凰，满载 53名乘客。驾驶
人员能够提供相关的机动车行驶
证、道路运输证及包车线路牌，但
这些证件有伪造嫌疑。因当时运
载的乘客行李未经安检，执法人员
遂要求该车开往客运中心站进行
安检。安检间隙，执法人员查实该
车驾驶员提供的道路运输证及包
车线路牌均为伪造，且其无法提供
其他有效证件，涉嫌非法从事道路
旅客运输。

经执法人员向涉案驾驶员、车
主、乘客组织者（俗称“黄牛”）及该
车乘客调查取证得知：该车系宁波
奉化鑫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7年4月购买的二手车，属租赁
性质，并不符合长途运送旅客的条
件，平时只用于接送宁波市某公司
员工上下班。车辆所有人受利益
驱使企图在春运期间组客跑长途，
通过办假证应付执法人员的检查。

此趟从宁海去湖南凤凰的 53
名乘客主要由两名“黄牛”付某某、
龙某某招揽，后把招揽到的乘客倒
卖给唐某某。“黄牛”以 400元/人
的价格向乘客收取，等车子开出城
后再以 240元/人的价格支付给驾
驶员。

执法人员表示，当前正值春
运，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大，刺激
了非法营运者不择手段地攫取利
益，给道路运输市场及人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造成损害。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将持续保持打击非法营运
车辆的高压态势，打破非法营运利
益链，整顿道路运输市场。也请广
大乘客自觉抵制各类“黑车”，平平
安安过新年。

长途“黑车”拉活时被逮个正着

记者 何莎莎 章莉 潘璐璐
通讯员 谢琴琴 王露婧 周扬

春节将至，与市民生活息息相
关的水、电、气等能否正常供应？昨
日，记者从县供水、供电、供气等相
关企业获悉，春节期间，各单位将加
强安全检查和设备维护，安排人员
24小时值班，全力保障水、电、气正
常供应，确保群众春节无忧。

水务集团
抢修力量24小时备勤

为有效防止春节期间供水管网
发生重大损害事故，县水务集团下
属各公司近日全面开展了节前安全
生产大检查，各水厂对供水泵房设
备进行日常保养维护，保证供水设
备正常运转。

连日来，县水务集团集中对辖

区生活饮用水、供水安全以及供水
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现场检查。检
查组分别对制水生产区、重要管线、
取水口和施工现场进行了细致、全
面的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确保春节
期间设备完好率达到 100%。同时，
进一步加强制水工艺流程管理，加
大饮水水源地的巡查力度，增加源
水和出厂水水质监测检验频率，确
保水质合格。

春节期间，在做好自查自纠的同
时，供水线各单位纷纷完善应急预案，
加强服务工作，供水服务热线
655550018全天24小时开通接受用户
咨询和报修，抢修力量24小时备勤。
同时，通过科学划分供水管理区域，缩
小抢修半径，使维修区域更趋合理，进
一步提高到达现场的速度，全面保障
春节期间供水安全。

供电公司多措并举
做好春节保电工作

为确保春节期间宁海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重要场所、用户安全可靠
供电，连日来，国网浙江宁海供电公
司多措并举积极做好相关电力保障
工作。

县供电公司提前制订了春节保
供电方案，对春节期间电网运行方
式进行了安排部署；加强输变配电
设备巡视检查，对重要设备开展特
巡，做好山区线路通道清障工作等；
加强医院、车站、大型商场等人员密
集场所及重要用户供电设施的巡视
检查力度，确保市政、医院、铁路等
重要场所、用户的安全可靠供电；对
可能威胁电网安全的烟花爆竹燃放
集中地区进行定点看护，加强安全
用电宣传。有效落实专业人员到岗
到位制度，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随
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如遇故障，
市民可拨打抢修指挥中心电话：
51106355。

春节期间可正常
购买使用燃气

随着燃气用户的增长，预计今
年春节期间，日用气量将出现新
高。为保障节日期间的正常供气，
确保市民节日期间可正常办理相关
业务，春节期间，居民如需购气或
有用气问题，可到中山东路营业
厅 ， 或 拨 打 24 小 时 服 务 热 线
65121234进行咨询或求助。春节期
间天然气公司营业厅作息时间：2
月15日（年三十）—2月17日（正
月初二）放假；2月 18日（正月初
三）—2月 21日（正月初六）营业
时间为 9： 00—15:30； 2 月 22 日
（正月初七）起营业时间为8：00—
17:00。

燃气公司负责人表示，为加强
燃气安全管理，确保节日期间燃气
运行安全，燃气公司持续对县内商
业、居民用户进行节前安全检查，
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确保春节期
间燃气正常供应。

春节服务不放假 水电气样样有保障

前天，县第二医院志愿者们带着血压计、饺子料等去前童敬老院，与老人们
共赴年会。该院自2016年与前童敬老院结对助医以来，志愿者们每季度上门为
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生活等方面帮助。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王娇芳 摄）

医务人员来“探亲”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记者昨日从县气象部门获悉，今
年春节假期时阴时雨，无降雪低
温冰冻天气，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高，但起伏较大，除夕和初四有两
次弱冷空气影响。

据悉，今年除夕到初一前期
受弱冷空气影响，有一次小雨天
气过程，能见度较差；初一后期到
初二天气转好；初三到初六以阴
雨天气为主，雨量总体不大，并且
气温缓慢下降；初四到初五高山
和沿海地区可能出现 7～9级、内
陆地区5～7级偏北大风。县气象
部门提醒，春节期间我县雨水偏
多，对出行有一定影响，特别要注
意阴雨低能见度天气对出行安全

的影响。同时，除夕到初一早晨
有弱冷空气影响，空气污染气象
扩散条件一般，不利于污染物扩
散，部分地区将出现雾霾。此外
春节期间气温波动大，前暖后湿
冷，请注意及时增添衣物。

具体预报：2月 15日（除夕），
阴转小雨，局部有雾或霾 7～
12℃；

2月16日（初一），小雨转阴到
多云6～9℃；

2月 17日（初二），多云，后半
夜转阴有雨 4～15℃；

2 月 18 日（初三），阴有阵雨
7～15℃；

2 月 19 日（初四）：阴有小雨
7～11℃；

2月20日（初五），阴有时有小
雨6～10℃；

2 月 21 日（初六），阴有雨
5～9℃。

春节期间阴雨相伴
无降雪低温冰冻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