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邻里节
好热闹

4月15日下午，由松竹社区、郁金花园业委会和
得力物业共同举办的首届郁金花园小区邻里节文化活
动在西门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成了小区业主和民间艺术团才艺展示的
平台，丰富多彩的节目让业主目不暇接，大家还在一
起共进晚餐共话家常，左邻右舍从陌生到熟悉，从熟
悉到升温，增进了邻里感情。

（通讯员 冯香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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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潘 旭 婷
通讯员 夏亚萍） “医生，我
家宝宝发烧了，不愿意吃东西，
手心、足心还长了一些红色的小
水泡。”一大早，琼琼的妈妈就急
匆匆赶到县妇保院。经过普儿科
主任王耀东仔细询问、检查后，
确诊琼琼得了手足口病。

王医生告诉记者，琼琼出现
的这些症状就是手足口病最典型
的症状。临床上有些小患者症状
不典型，比如不发烧，仅口腔出
现溃疡，手足未出现皮疹或身体
其他部位出现不典型疱疹时很容
易被家长忽视。

“从 3月底至今，基本上每天
都有 2-3个患儿被确诊为手足口

病。从目前临床观察来看，发病
者以幼儿为主，绝大多数为轻
症。随着天气变暖，预计病毒将
更为活跃。”王耀东说，家长可每
天晨起检查孩子口腔和皮肤有无
异常，注意孩子体温变化。同时
建议家长给 6月龄至 5岁的儿童接
种肠道病毒 71型（EV71）灭活疫
苗，虽然手足口病可以由多种病
原体引起，但是疫苗接种可以有
效预防由EV71引起的重症手足口
病。

据了解，手足口病是一种由
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多
发于5岁以下儿童。主要通过呼吸
道吸入病原体或接触患儿鼻咽分
泌物、唾液、疱疹液、粪便，被
污染的毛巾、手绢、床上用品、
玩具、餐具等物品或环境而感
染，也可以通过进食不洁食物后

染病。大多数患者症状轻微，以
发热和口腔黏膜出现疱疹，手、
足和臀部出现斑丘疹、疱疹，疱
疹周围可有炎性红晕，可伴有咳
嗽、流涕、食欲不振、恶心、腹
痛等症状，病程约 5-10天，多数
患儿可自愈。少数患儿可出现无
菌性脑膜炎、脑炎、急性弛缓性
麻痹、心肌炎、肺炎等并发症。
个别重症患儿病情发展迅速,甚至
可能导致死亡。

手足口病传染性强、传播途
径复杂、流行强度大，做好卫生
工作是预防关键。该病潜伏期为
1-10 天，发病初期可有手、脚
掌、臀部出现小红疹及水疱，但
不痛不痒，同时口腔黏膜、舌部
出现溃疡水疱，有时会伴有疼痛
感。“当孩子出现上述症状或疑似
症状时，特别是有手足口病接触

史的，家长要引起警惕，及时带
孩子就诊。若确诊为手足口病，
要做好隔离措施，暂时不要上
学，避免传染给其他孩子。症状
较轻的患儿宜居家治疗、隔离观
察，症状较重的患儿可住院治
疗。”王耀东说。

只要积极预防，手足口病并
不可怕。平时要培养良好的个人
卫生习惯，饭前便后、外出后要
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儿童洗手，勤
剪指甲；不要给孩子喝生水、吃
生冷的食物，充分清洗、消毒餐
具；避免接触患病儿童；不带孩
子到人群聚集、空气流通差的公
共场所，居室要经常开窗通风，
保持室内空气新鲜；EV71病毒最
怕紫外线，多晒太阳能有效消灭
病毒，婴幼儿的尿布、衣服被
褥、玩具等也要及时清洗、晾晒。

手足口病进入高发期 怎么预防看这里
本 报 讯 （ 记 者 卓 佳

洋） 日前，县第三十九期正学
大讲堂开讲，邀请了河北环境工
程学院副教授曹晓凡作《生态文
明建设的法治化要求》主题讲座。

曹晓凡长期从事环境执法实
务、工业污染核算的研究与培训
工作，曾多次受邀为各省部级环
保干部培训班、地市级党政领导
干部培训班等开班授课。他在
《环境保护》、《环境工程》、《中国
环境报》等报纸、杂志发表学术
论文 30余篇；出版了《新水污染
防治法实施操作指南》《环境监管
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分析》《环
境行政执法实务操作与案例指

引》（上下册） 等著作与教材 20
余本；主持和参与环境保护科研
课题 20余项，并作为主研人多次
获得省市科研成果奖项。

现场，曹晓凡结合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国务院政策法
规，用丰富的实践案例，联系环
境保护现状和趋势，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法治化要求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讲解。内容旁征博引，纵论
古今，涉足中外，采用大量数字
和事实，全面解析了相关的环境
污染事件案例，兼具理论性、现
实性、法律性和政策性，给党员
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环境教育课。

以法治化思维践行生态文明建设
第39期正学大讲堂开讲

涧泉

4月11日是“世界帕金森日”，
有一篇报道让我触动很深。

说实话，之前除了会把手抖和
帕金森联系在一起，对帕金森其实
知之甚少。看了这篇报道才知道，
患有帕金森之痛苦能痛苦到什么
程度：吃饭端不起碗，拿不住筷子，
生活不能自理。不少女帕友（帕金
森病友）冬天不愿穿内裤，并不是
懒或邋遢，而是帕金森到一定程度
会导致尿失禁，少穿一条内裤可以
缩短时间，减少蒙羞的概率。男患
者也一样，站在小便池前，好半天
拉不开裤子的拉链，眼睁睁看着小
便拉到裤子上，想清理又没有这个
能力。如果不吃药，可能会彻底动
不了，长期服药则会不由自主地异
动，产生幻觉，思维模糊，甚至被当
成精神病。这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一般人很难感同身受。

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叫谢
永康的帕金森患者在最绝望的时

候，却是另一位素不相识的帕友
重新燃起了他生的希望，鼓励他
学习帕金森病知识，掌握疾病的
自我管理，让他从一个卧床不起
每天面对天花板，曾无数次想要
自杀却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的
人，成为一名帕金森病公益慈善
事业的工作狂，成立了浙江公助
帕金森病关爱中心，还一笔一画
写出了200多万字的《走进帕金森
部落》，激励更多的病友。他把自
己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分享出
来，当做救人的稻草，引渡在苦
海中挣扎的病友走向希望。那是
人性散发出来的美丽光芒，也让
我们感叹生命的坚强和不屈。

疾病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困
境，不止帕金森，渐冻症、白血
病、老年痴呆症、各种罕见病和
癌症都给人们带来无尽的身心折
磨。在真正的痛苦面前，亲人朋
友们的心痛同情安慰鸡汤都充满
了无力感。当你面临深渊时，或
许同病相怜的陪伴和抚慰才是最

大的治愈力量。谢永康的故事让
我们看到了一个他助而助人的重
生奇迹，而在我们身边还有太多
这样的温情励志故事。

宁海的癌症康复会让大家携
起手来与病魔抗争，倾听、同
感、共情，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支
持，不再是孤军奋战，很多病友
因此打开心结，走出阴霾，成为
病友们的精神家园；宁波有个血
液病病友微信群“一个都不能
少”，大家整天在群里说说笑笑，
互相打气；北大“渐冻症”女博
士娄滔欲放弃治疗时，病友王甲
用眼动仪写信鼓励：“世上一切有
趣的事都与我们无关，但我愿意
做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在日复
一日重复中我不敢懈怠，因为渐
冻症这个敌人会随时要了我的
命，在疲倦中坚守，在绝望中死
守阵地，就是为了有一天俘虏它
战胜它。”娄滔也在遗嘱中表示，
去世后捐献遗体用作医学研究，
希望医学能早日攻克这个难题；

轮椅上的作家史铁生，因为思
考，因为写作，向人们展示了蓬
勃的生命姿态，轮椅囚禁了他的
身体，却使他获得了更广阔的精
神世界，让生命拥有了更大的尊
严，并感染了无数人……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热泪盈
眶，总有一种感动让我们深刻铭
记。诚如娄滔所言“一个人活着
的意义，不能以生命长短作为标
准，而应该以生命的质量和厚度
来衡量。”向死而生，是人类共同
的命运。但人性的美好和善良，
却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无尽的力
量，无尽的希望，像水融入着
水，像光簇拥着光。当所有人用
爱彼此关怀，所产生的力量就不
会因为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逝去
而湮灭。让我们都成为这爱心链
条上的一环，照亮四周，也温暖
自己。

生命，可以这样活！

美化生活环境 共创美好家园
近期，湖西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环境整治工作。

志愿者对辖区内各小区楼道、绿化带及卫生死角进行了重点清理，改善了市民
居住环境。 （通讯员 王佳靖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静珠 通
讯员 林华烨） 昨日，两年一届
的“克凡杯”宁波市青少年跆拳道
比赛在我县圆满落幕。团体一、
二、三名分别由奉化代表队、海曙
代表队和宁海代表队获得。

据悉，此次“克凡杯”市青少年
跆拳道比赛为期两天，共有来自北
仑、慈溪、奉化、海曙、象山、鄞州、
余姚、镇海、江北、宁海的 10支代
表队 100余人参赛。城中小学因
近几年在跆拳道比赛中摘金夺银，
表现优异，代表县体育发展中心、
县教育局承办此项活动。

城中小学自 2011年始开办校
跆拳道特长班以来，吸引了许多爱
好健身的孩子踊跃参与，2013年开
辟了专门的跆拳道训练场地，每周
都有固定的训练时间落实训练。
近年来，在全国、省、市等相关跆拳
道比赛中多次获得奖项，其中，在
2016年全国跆拳道精英赛中，城中
小学代表队11人参赛，喜获4块金
牌、3块银牌、4块铜牌的好成绩，
一举夺得团体季军。目前，学校已
开设跆拳道特色课程，并融入跆拳
道中常见的拳法和腿法，自编跆拳
道操。

“克凡杯”市青少年跆拳道比赛落幕

我县代表队获季军

本报讯 （通 讯 员 蔡 能
平） 员工遇困，单位众筹。日前，
宁波兴利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170
名员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唱响
了“兴利版”的爱心之歌。

现年23岁的小郑，自2015年6
月从南昌一高职院校毕业后，就在
兴利公司实习，经过近 3 年的努
力，现在公司品质部从事品质测量
工作。近日，有细心的同事发现小
郑情绪低落。一问才知小郑母亲
精神状态不佳，父亲最近又被查出
脑部长了个肿瘤，急需手术。同事
获悉这一情况后，马上在微信上为
小郑众筹爱心款，公司负责人首先
认捐 1000元。第二天，公司负责
人又在晨会上发动员工现场捐款，

并再次现场捐款 5000 元……目
前，公司已将全体员工现场捐助的
2.3 万余元、微信众筹的 2.1 万余
元，共计4.5万元爱心款，悉数送到
小郑手中，以解他的燃眉之急。

经过此事后，兴利公司建起了
由公司职工每月按照级别来捐款
的“爱心池”。据悉，爱心池年度可
筹善款 4万余元，如遇员工突遭变
故急需帮助，马上启动爱心池资金
予以帮助。下一步，公司还将筹建
公司工会、公司党组织，定期开展
部门负责人体检、强化全员安全培
训等措施，来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企
业文化建设，争取用和谐的公司文
化来留人、引人，为公司产值冲亿
元保驾护航。

员工遇困 单位众筹

兴利模具唱响“爱心”之歌

本周关注

不吐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