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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海瑞是我市特殊教育学校
2017 届的毕业生，经过 3 年努

力，近日，他成功被金陵科技学院
录取。作为聋哑人的他，不仅乐观

开朗，而且学习起来，一点也不马
虎，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了解他成
长的故事。

得知丁海瑞被金陵科技学院录
取的消息，市特殊教育学校老师、
校长特意赶到他的家中，表示祝
贺。其实，在丁海瑞曾经的班主任
陈蓉眼中，丁海瑞是一个调皮捣蛋
的孩子，与好学生一点也不沾边。
陈蓉回忆说：“他刚到我们学校的
时候，是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小孩，
到了9年级考高中的时候，却考了
我们班第一。我当时就想着让他试
一试，没想到他能考上高中部。后
来通过努力，他成功考上了南京金
陵学院，我特别意外，也替他开
心。”

在与老师的交流中，丁海瑞坦
言，他的变化还得从一个学长谈
起。

“以前有个学长，叫曹亮，不
仅经常鼓励我，还教给我学习方
法。我就以他为榜样不断努力，发
挥自己的长处，尽力补齐短板。”

闲来没事，丁海瑞就喜欢坐到
电脑前，不断学习、研究计算机课
程，有时候，一坐就是很长时间。
而对于自己喜欢的数学，丁海瑞从
不松懈，一有时间就抓紧刷题。此
外，丁海瑞的兴趣也比较广泛，喜
欢打球和画画。

英语对于丁海瑞来说，学起来
比较吃力。但是他从来没有畏难情
绪，坚持每天早上5点起床，背诵
一个小时的英语。丁海瑞说：“英
语方面，我有不懂的地方就赶紧问
同学和老师，从不让问题过夜。我
们平时的英语课程比较少，学习提
升的方法主要靠背诵，我就利用业
余的时间多背一背。英语这门课，

付出努力后，最后的成绩比平时提
高了一点。”

丁海瑞告诉老师，考试前，他
一度身体不适，可是，他还是坚持
了下来。丁海瑞说：“我考前喉咙
特别疼，特别难受，我还是坚持先
去考试。还好最后考上了心仪的大
学，特别开心。”

陈蓉告诉记者，丁海瑞其实是
一个特别独立的孩子，得知他被金
陵科技学院录取，大家都特别为他
高兴，希望他能够在新的征程中收
获更多。“丁海瑞的自理能力特别
强，一开始他只会调皮捣蛋，后来
家访后，变化特别大，说想考高
中，就特别努力，不懂就问。他考
上了高中，现在考上了大学，我们
都替他开心。”陈蓉如是说。

□融媒体记者喻军军 李龙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喻军军 朱
钰）近日，在我市公共安全专项整治
中，白蒲镇某快递菜鸟驿站网点未落
实实名收寄制度，经公安机关责令限
期整改后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整改，被
依法给予快递公司罚款2000元的处
罚。

今年5月下旬，市公安局白蒲中
心派出所民警依法对辖区各个快递公
司网点进行检查，查阅了快递网点的
证照、规章制度是否健全，对储存仓
库是否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实名登记
和验视制度是否落实等情况。检查
中，民警发现，一网点存在网点负责
人为求便利，代用本人名字和身份证
帮助多名老客户填写寄件单的现象，
未落实实名收寄的制度，公安机关依
法责令快递公司限期整改。

然而，在6月中下旬，民警在对
该网点进行复查时，发现该网点为了
招揽生意，仍然未落实实名收寄制
度，经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后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整改。在调查过程中，
快递公司负责人承认了本单位该网点
的违法事实。根据《江苏省企业事业
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相关规定，
市公安局依法给予该快递公司罚款
2000元的处罚。

据了解，《快递安全生产操作规
范》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据
规范》规定，收寄快件时，快递业务
员应按照《快递服务》国家标准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和邮政管理部门的规
定，提示寄件人如实申报所寄物品，
并严格落实 100%先验视后封箱、
100%寄递实名制、100%X光机安检的要求。寄件
人拒不配合的，快递业务员应拒绝收寄。

民警提醒，快递公司必须严格遵守物流业从业规
定，严格落实查验制度，认真登记寄递双方信息，确保
物流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各快递公司必须严禁利
用物流寄递渠道，从事贩运枪支弹药、危爆物品、毒
品、危险化学品、管制刀具和禁寄物品等违法犯罪活
动。营业员、收货员一旦发现寄递物品存在可疑情
况，应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近日，长江镇中心沙社区联合共建
单位港城实验学校小学部给社区青少年
开展志愿辅导服务活动。

据悉，此次辅导课程包括中国象
棋、国际跳棋、硬笔书法、古诗诵读、
科学实验、柔力小球等，让孩子们既动
脑又动手，探索艺术与科学的魅力。此
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丰富了广大未成年
人的暑期生活，使未成年人在活动中陶
冶情操、快乐成长、全面发展。

□融媒体记者徐雅珺 李龙
通 讯 员孙露露

丁海瑞：折翼天使插上逐梦的翅膀 寄
件
未
实
名
登
记

快
递
公
司
被
处
罚

志
愿
辅
导
进
社
区

长者先动筷 夹菜用公筷

家 与 装

BB11
20202020年年88月月22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

本版编辑：新 然

专刊合作热线：87658336、15190890001 投稿邮箱：1376183198@qq.com

夏季要“避湿”

130130㎡㎡现代主义现代主义44室室22厅厅
远离喧嚣融入质感生活远离喧嚣融入质感生活

这是一套现代风格的装修案例，本案屋主想要有可以令人放松的氛围、充足

的收纳空间以及衣帽间和浴缸，用以安放自己的精致和对生活的热爱。希望这套

装修案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

面积：130㎡ 户型：四居 风格：现代

俏皮的拼色
墙面，让小宝贝
的 空 间 十 分 童

趣。儿童房全部
采 用 了 活 动 家

具，以后可以根
据小孩的成长阶

段合理调整卧室

格局。

▲

▲ 一整面通高鞋柜拥有强大的收纳能力，底部
留空便于日常更换鞋子。小巧质朴的板凳满足换
鞋的需求，鞋柜中部留空可以存放钥匙、包包等

小物件，十分方便。

▲ 当站在玄关的一角时，餐厅、客厅在眼前平
铺开来，视野通阔。敲掉厨房部分墙体，让餐厨

空间可以充分互动。悬空式的设计，方便扫地机
器人打扫卫生。

简单利落的硬装线条，勾勒出客厅的简约

开阔。电视墙采用当下流行的台式整体收纳
柜，兼具收纳和展示功能。橙色皮质沙发点亮
整个空间，真皮材质耐脏易清理，适合有宝宝

的家庭。便于搬动的茶几和单人沙发，留出足
够的空间给孩子们自由玩耍。

▲ 把生活阳台包进厨房，让操作台面更长，
也能安放双开门冰箱和高柜，把蒸箱烤箱合理
收纳。

▲ 次卫干区采用玻璃艺术隔断进行功能分
区，将洗衣机和干衣机叠放在这里，为阳台留

出足够的休闲空间。

健康卧室十个标准

如果按每天睡眠8小时算，人的一生中
有1/3的时间要在卧室中度过。卧室布置好
坏，很可能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健康。如何
打造一个健康、温馨的卧室，助您健康生
活，专家给出了以下建议：

墙面刷蓝色。某刊物对2000个家庭的
调查显示，颜色对睡眠时长影响明显。在
紫色、灰色、红色、金色、棕色的卧室
中，主人每晚的平均睡眠时间在7小时以
下；而在银色、绿色、黄色的卧室中，能
睡7个半小时以上;蓝色以7小时52分的睡
眠时长高居榜首，被称为最有利睡眠的颜
色。

物件成双摆。某室内装潢专家表示，
卧室床头柜、台灯、挂画等物件最好成双
出现，这样能为卧室增添和谐感，通过心
理暗示帮助主人提高睡眠质量。凌乱容易
让人心烦，建议家里备个自己喜欢的篮子
或盒子，将零碎的小物件收纳其中，并盖
好盖子。床的摆放位置也很重要，最好一

面靠墙。
选实木家具。家具放得越多，释放有

害物质也越多。在条件允许下，最好购买
实木家具，因其不用胶水这一“污染大
户”，所以比较环保。

床别太硬，被子要轻。中医推拿专家
表示，因枕头、床垫不合适导致的脊椎病
很常见。床垫要选择软硬适中的，硬板
床、过软的床都不好。枕头的高度应控制
在枕下去后和床面有一拳头高。被子太沉
会影响呼吸，特别是冬天，最好选用轻
薄、保暖的羽绒被。

配个床前灯。某项研究表明，卧室灯
光过强会导致人体分泌的褪黑激素减少，
从而影响睡眠质量。因此，卧室内应配个
床前灯，睡前将顶灯关闭后，使用瓦数较
低的床前灯，营造一个较暗的环境，帮助
人进入睡眠模式。专家建议，卧室应采用
发黄光的暖色光源，尽量少在墙上装镜
子、玻璃等饰品。

少摆大电器。不少人觉得躺在床上看
电视是很惬意的事，但这个做法并不健
康。卧室里最好少放或不放电器，尤其是
电视、电脑等释放电磁波的电器，会影响
睡眠和夫妻生活。电器还是灰尘大户，要
常清扫。

挂双层窗帘。专家建议大家选双层窗
帘，能营造出一个安静、黑暗的睡眠环
境。尤其是朝南的卧室，因光线充足，可
选用日夜帘，这种窗帘由两幅不同材质的
窗帘组成，一块透光性能好，一块遮光性
能好，可根据需要换着用。

注意通风，净化空气。健康专家认
为，根据室外天气情况勤通风是减少室内
空气污染最强有效的方法。另外，选择空
气净化器对卧室健康也很重要。如果刚装
修完，建议使用能清甲醛的净化器。如果
为除异味，最好选择活性炭类净化器。要
想防控PM2.5，可选购使用高效过滤器的
空气净化装置。需要提醒的是，空气净化

器最好放在房屋中间，离人体较远处。
别摆大盆绿植。许多人认为在卧室放

盆植物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污染物，实则效
果十分有限。由于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在
白天吸收二氧化碳，可一到晚上，便会和
人抢氧气，并释放二氧化碳等污染物。卧
室最好别放大盆植物，如果放的话，也要
在晚上搬出，以免供氧不足，引发头晕、

呼吸困难等问题。最好选择绿萝、吊兰等
体型较小的植物，并不要超过两三盆。

定期清扫。专家推荐了卧室扫除的时
间表：每天起床后都要抖抖被子，整理床
铺，擦床头柜；每周要清扫灯上的灰尘，
更换床单，擦拭家具和地板；每季度要保
证擦一次窗户，翻转床垫。

（据《生命时报》）

7月27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了《2020
上半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市场零售额规模为3690亿元，比去年
同期下降14.13%，作为市场日趋饱和的耐用品，家电消费受
疫情冲击明显。

互联网零售渠道对家电市场的快速复苏起到了关键作
用。今年上半年，我国线上家电产品零售额为1913亿元，同
比增 7.23%，线上渠道占整体家电零售额的比例达
51.84%。上半年家电全行业利用直播带货，家电领域直播
场次超百万场，达成交易额逾千亿元。

二季度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随着疫情防控向好态势发展和各项促消费政策的落地
生效，厂家商家积极调整措施到位，市场销售明显好转，迅速
复苏至去年同期水平。《报告》显示，第二季度我国家电市场
零售总额达2486亿元，两倍于第一季度，同比增2.64%。

今年上半年，绝大多数家电品类出现不同程度的市场萎
缩，其中，传统大家电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相比传统大家
电的“量额齐跌”，生活家电“风景独好”，是唯一没有下降的
产品品类。上半年，生活家电各种新品类不断出现，功能持
续细分，整体市场逆势上涨，零售额达911亿元，同比增长
1.45%。

上半年，家电市场销售额增幅前十位的产品几乎都来自
三个品类，其中空气炸锅同比增长271.0%、理发器同比增长
228.1%、洗碗机增长61.9%。这些新兴小家电品类在借助线
上渠道加速渗透的同时，也带动了整体家电市场向上。

中怡康数据显示，“6·18”期间，即干即穿、高效除菌的
干衣机销售出现井喷，零售额同比增长364.6%，零售量同比
增长267.5%。

家电零售加速往线上转移
互联网零售渠道对家电市场的快速复苏起到了关键作

用。《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线上家电产品零售额为
1913亿元，同比增7.23%，线上渠道占整体家电零售额的比
例达51.84%。

今年上半年，直播带货等新营销方式、3D场景购等新技
术手段更多应用于家电市场，对促进家电市场复苏起到积极
作用。数据显示，上半年家电全行业拥抱直播带货，家电领
域直播场次超百万场，达成交易额逾千亿元。今年第二季度
家电类直播带货的转化率大幅提升，场均产出是第一季度的
4倍。

展望下半年，分析指出家电市场整体谨慎乐观，但是随
着家电下乡、汰旧换新、消费升级等政策的落实到位，市场潜
力进一步挖掘，市场规模有望与去年持平。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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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又热又湿，很多人不愿
出门，选择在家避暑，但如果室内湿度
太高，对身体也不好，甚至容易中暑。

专家表示，潮湿闷热时，人体内热量不
易散发，可以放干湿温度计，监测调整
室内湿度。在阴雨天关窗，好转时再开
窗通风。活性炭、除湿包等都可除湿防
霉，也可用空调或者抽湿机进行除湿。

扫一扫右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看

专家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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