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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滴热血为生命
—写在“世界献血者日”之际
——
本刊记者
今天是第 15 个 “世界献血者
日”，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为他人着
想，捐献热血，分享生命”。在这样
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能做些什
么呢？
对很多市民来说，那就是撸起
袖子献热血。

无 偿献 血 挽 救 他
人生命
近日，
记者走进北仑献血屋，屋
内已有不少爱心人士在有序地排队
体检、
填表、
抽血。今年 47 岁的邢亚
娟就是其中之一，她是北仑凯尔医
院的一名医护人员，她已经连续献
血十余年，累计献血 24 次，献血总
量达到了 9600 毫升，如今她仍坚
持每半年献一次全血。
“献血不仅
对身体有好处，而且可以帮助别人，
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情。
”她说。
今年 34 岁的徐捷是北仑区中
医院 B 超科医生，他还有一个身份
是 2017 年度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金奖”获得者。徐捷告诉记者，从
参加工作起，他就开始献血，至今已
献血 50 余次，累计献血 30000 多

刘盈蓉

毫升。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我经常
目睹在死亡边缘徘徊的生命因为献
血者的血液得以延续的场景。这些
经历，更加坚定了我献血的决心。”
徐捷说，
“只要我的身体条件允许、
年龄符合献血要求，我就会一直坚
持下去。”
记者从献血屋工作人员朱军处
了解到，献血屋为给献血者提供了
更加便利、舒适、安全和优质的服
务。
“以前我们主要依靠流动采血
车，如果采血车去单位或下乡的话，
街头采血就无法进行。有了献血屋
以后，想要献血的市民可以直接到
这里来。”他说。
据悉，今年 1 至 5 月，献血屋
日均采集人数在 8 人左右，日均采
血数量约 2500 毫升。
“北仑献血屋
在采集完血液后，会送到宁波中心
血站做进一步检测，检测合格的血
液由宁波中心血站分放到各个医疗
机构使用。目前，我们的采集量基本
能维持宁波市医疗临床用血的需
求。”朱军说。尽管每天有很多市民
走进献血屋献血，但是实际采集人
数相对偏少，这是因为部分市民的
血液检测指标不达标。
针对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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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提醒，市民在献血前要保证充
足睡眠，不吃肥肉、油条等高脂食
品，不饮酒。

献 血 传 言切 勿 轻
易相信
记者在随机走访中发现，大多
数人表示自己没有献过血，并对献
血表现出了顾虑和担忧。
“网上有
很多关于献血的传言，比方说献血
会导致贫血、传染疾病，使人亏损、
发胖等等，这些无不令我们感到担
心。”一位市民这样说道。
对此，朱军指出，事实上，无偿
献血根本不会引起健康人贫血，一
次献血量只占人体血液的极少部
分，暂时少量减少，不影响人体血液
的正常循环，献出的少量血液很快
就会恢复、补充。按规定定期献血绝
对不会引起贫血，相反，适量献血还
能促进血液再生。
各省市区的血液中 心 及下 属
的采供血机构所用的针头及血袋
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次
性医疗耗材，血液的采集有严格的

操作规程。献血是一个输出的过程，
血液从人体血管内向外流出，在“一
人一针”的规范管理和操作下，并不
会感染疾病，更不会发生感染肝炎与
艾滋病等情况。
此外，健康人体对血量的调节机
能十分健全。献血后，水和无机盐大
约 1 至 2 小时就能完全恢复，蛋白质
在 1 至 2 天即可完全恢复，失去的血
细胞 30 天内就能得到完全补充。还
有不少人误以为献血后人会发胖，其
实发胖是献血后过量进补造成的。成
年健康人一次献 血 200-400 毫 升，
只占全身血容量的 5%-10%，通过
身体自身调节可以很快恢复。就目
前生活水平、饮食结构和营养状况，
献血后完全不必过多饮食，或进补各
类营养品。
“所以，市民完全不用担
心，健康人群献血对身体有益无害。”
朱军说。
血液是拯救生命的特殊稀缺资
源，无偿献血是临床病患用血的唯一
来源。北仑献血屋的工作人员呼吁，希
望符合条件的市民做无偿献血的响应
者，积极加入到爱心队伍中来，用涓滴
热血、殷殷深情去救助那些危难中的
朋友，用爱心托起生命的希望。

童心绘初心

近日，由霞浦街道团工委主
办、霞浦幼教团总支承办的“童
心绘初心”活动在九峰幼儿园开
展。孩子们用画笔创作长幅画卷，
向辖区党员居民宣传 “人亚精
神”。
本刊记者 陆东旭
通讯员 贺静丹 周方润 摄

源头治理

强化执法

严查施工噪音为中考护航
本刊讯（记者 陈志明 通讯
员 张栌尹） 今年中考将于 6 月
15、16 日举行。为保证中考期间考
生有安静的学习和休息环境，根据
市区相关部门统一安排，区住建局
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以分片督查的
形式，对我区建筑工地开展以施工
禁噪为重点的督查检查，防范建筑
施工噪声影响考生的现象发生。
区住建局提前发文通知各相关
施工单位，要求在严管期间，各房屋
建筑施工现场应停止施工或采用低
噪音工艺和施工方法施工，晚 10：
00 至凌晨 6：00 期间禁止建筑施工
作业，因技术或工艺要求不能中断
作业的，应提前向区环境保护部门

申报批准。考试期间，考点周围 200
米以内的施工现场，全天停止产生
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
区住建局下属的区质监站对考
试期间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监督管理
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对考
点周边的施工现场进行重点管控，
在电话、QQ、短信通知的基础上，
利用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巡视监控实
时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跟进工程现
场巡查，督促各方主体严格执行，对
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的施工企业从
严从快进行查处。此外，在严管期
间，区质监站组织监督员增加监督
巡查频次，对可能产生噪声污染的
施工作业一律叫停。

信用记录关爱日

关注你的“经济身份证”
本刊讯（记者 王涵真）自古
以来，信用就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在信用领先的时代，个人信用记录
尤为重要，就像是一张“经济身份
证”，关乎到每个人能否在经济社
会畅行。今天是全国第 11 个“信用
记录关爱日”，信用这个财富金矿，
你关注了吗？
今年 5 月，市民陈先生 （化
名）在北仑信用联社申请了一笔贷
款，用其名下的房产作为抵押物，从
还款来源来看是很有保障的，同时，
陈先生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在
银行审核之前，他一度信心满满，认
为这笔申请肯定不会有问题。
可当银行工作人员审核时，联
网的系统内显示陈先生名下的信用
卡有多笔逾期，尽管每笔金额都不
大，但已经对他的个人信用记录造
成了不良影响。
“我又不是不还款，
就是晚了几天，这也会被记录进去
吗？”“目前，银行对信用卡客户一
般会有1到3天的宽限期，在宽限期
内还款就不算逾期，一旦超出时间，
累积到一定次数，就会产生不良信
用记录。”在工作人员的解释下，陈
先生意识到了平时不注意信用卡还

款日的弊端。最终，
他的贷款计划暂
时取消。北仑信用联社提醒市民，要
在日常金融生活中注意信用记录，
不要因小失大。
市民的小习惯和个人信用报告
有很大关系。时下，因信用卡逾期
或年费欠费等导致不良信用记录的
情况屡屡发生，而且呈现低龄化。
很多年轻人都是“卡族”，钱包里信
用卡的数量不止一张，有些还背着
房贷车贷。超前消费、每月还款成
了年轻人的一种消费方式。加上蚂
蚁花呗、借呗等多个互联网金融贷
款，每月那么多个还款日让人记得
头晕。需要注意的是，在信用卡使
用过程中，连续三次、累计六次逾
期或者长时间不还款，就会在信用
报告中留下不良记录。
业内人士提醒，按照《征信业
管理条例》规定，产生不良信息后，
相关记录在不良行为或事件终止之
日起会保留 5 年。不管是房贷、车
贷，还是就业与出行，各单位审批前
都会查看个人信用报告，若发现当
事人的信用有“污点”，也会遭拒。
市民每年有两次免费查询个人信用
报告的机会，可携带个人身份证到
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现场查
询，也可以登录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官网自助查询。

梅山外岙造趺亮相
浙江大运河文化遗产主题展演

剑指黑臭水体污染源
本刊讯（记者 余姣姣 通讯
员 朱俊 钱子萱）日前，柴桥综
合行政执法中队在巡查中发现一个
雨水井边有一大滩颜色浑浊的污
水。经过排查，执法队员锁定了路口
的一家早餐店，确认情况后，执法队
员当场责令当事人清理淤堵的雨水
井盖、
清扫路面残余积水，并督促当
事人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严
禁乱排污水。
这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的
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中
的一幕。
该局以规范排水和强化执法
为抓手，
积极助推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工作，
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各执法中队通过集中排查餐饮
店、洗车店等污水排放情况，重点检
查临近河道的相关排水户，一旦发
现违规排放污水的情况，立刻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督促商户整改，坚决
遏制任何有害水体直排和雨污混接
等违法现象。
源头治理，预防“违排”。新碶
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采取“线上 + 线
下”方式，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企
事业单位进行法律法规宣传。
“线
下”，挨家挨户普及，联合排水处等
部门，为商户讲解排水许可证的办

理方法；
“线上”，中队与商户共建
微信群指导宣传，及时解答商户提
出的问题。
此外，各执法中队还联合河道
办等部门深夜出击，对辖区内的河
道全水域进行细致排查。组织执法
人员配齐全部执法装备，并落实执
法过程全记录，结合“清流行动”治
水专项整治，对设置拦河渔具、毒鱼
电鱼炸鱼、在河道管理范围倾倒垃
圾、渣土等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妨碍
河道行洪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
处。同时，对存在违法排污问题的工
业企业、畜禽养殖场采取联合执法，

重点跟进可能产生问题的点位。
“各执法中队找准、找齐、找透问
题，对症施策，以执法兜底，让整改有
力。”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马上
能整改的，
立行立改；对于当事人有困
难暂时不能解决的，一方面向当事人
或责任单位明确整改目标、整改时限，
限期解决，另一方面积极帮助当事人
一同解决问题。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开展日常督
查工作，通过运内力、借外力、凝合力，
推动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落到实处，
促使治水工作取得新成效，
不断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

花木女能手农活大比拼
本刊讯（记者 陈志明 通讯
员 李欢腾 黄亦馨）昨日，柴桥
街道紫石社区开展“赛农技 振乡
村” 花木技能大比拼，9 名花木女
能手同场竞技，亮出绝活。
裁判员一声令下，选手们迅速
投入到比赛状态。尽管各自手法不
同，但速度和效率都不分上下。
“看得出来，她们都是扦插苗的好
手啊！” 在一旁观看的村民王阿姨
说，扦插苗的活她也做了十多年，
今天听说有这样一个比赛，感觉很
新奇，就和朋友一起过来凑个热
闹。
“光看手法和速度还真难说谁
会拿第一，不过 3 号是我们村的，
平时扦插苗很快，我觉得她能
赢。
”“不一定吧，我看 4 号动作也
很快。” 前来围观的村民纷纷发表
自己的看法，预测比赛的胜负。

记者
扦插花苗结束后，由柴桥花木
经纪人协会会长张伟国和花木种植
大户梅志君、梅再年组成的评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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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能手的表现进行打分。“在规
定 时 间 内 插 完 规 定 枝 条 就 得 60
分，少于规定时间一分钟加 1 分，

反之超过规定时间一分钟减 1 分，加
减分以 10 分为限。”评委组说。此外，
枝条的整齐程度也是一条重要的评判
标准，要匀称且横竖对齐，深度适中。
经过评定，来自大溟村的胡菊花用时
22 分钟，扦插花苗 1200 株，数量和质
量都排第一。
比赛结束后，记者跃跃欲试，谁知
道，自己一动手便完全走了样。原来，
看似简单的农活也包含了“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的道理。
“我之所以
能做得又好又快，全靠平时的积累。”
胡菊花说，她承包了 50 多亩土地，十
多年前就跟着村里的扦插苗高手学习
农活技巧，
平时她还乐于钻研，技术就
这样慢慢提升了。
此次活动，不仅提升了花木女能
手的竞技水平，而且抓住有利时节，提
高了农事活动的生产效率。

梅山外岙造趺登台亮相
本刊讯（记者 林萍 通讯员
沈琼云）日前，2018 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 浙江省主场城市 （杭
州）系列活动开幕式暨“新时代，新
生活，新传承”浙江大运河文化遗
产主题展演活动在杭州市塘栖古镇
举行。梅山外岙造趺作为全市唯一
的代表节目参演。
本次展演以运河沿线非遗传统
表演艺术展演为主，彰显运河沿岸
特色风俗，重点突出流域内的生活
生产特色，体现运河文化的多样性。
在大运河和千年石桥广济桥为
背景的舞台上，梅山外岙造趺精彩
亮相，令观众大开眼界。本次演出是
梅山外岙造趺被列入市级非遗项目
名录后首次在省级舞台表演。
前不久，梅山外岙造趺被列入
第五批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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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梅中村外岙
社被命名为市级非遗传承基地，俞
世华被命名为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至此，梅山街道共有省级
非遗项目1个，市级非遗项目2个。
梅山外岙造趺起源于清道光十
二年，
由童男童女站立于成人肩膀上
进行表演，又称“胛戏”。清道光年
间，艺人们创造了双臂立童之技艺，
使造趺艺术大大增色。
公元 1912 年
后，
造趺发展成如今的样式。
登上省级舞台，收获众多目光，
梅山外岙造趺将在传承中推陈出
新。梅山街道将继续做好非遗项目
的保护、传承、发展和弘扬工作，加
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宣传力
度，组织代表性传承人开展各类活
动，积极为梅山非遗特色小镇的创
建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