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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小事 不文明行为
欢迎@慈溪日报或在慈晓·慈圈发帖

微播报

■李佳珊 整理

本报讯 “眼睛最近怎么
样？”“注意勤洗脸，保持眼部
卫生。”近日，在四川省大凉
山州布拖县挂职的眼科医生
华绒利来到该县社会福利救
助中心，对居住在此的白内
障手术病人阿根色呷做了一次
回访。

阿根色呷是华医生所在的
陈冲达眼科团队今年7月份完
成的 7 位白内障手术病人之
一。今年 5 月，我市“组团
式”医疗帮扶团队进驻布拖县
人民医院，在当地开展免费白
内障手术，给当地的患者带去
了福音。

回访当天，年届七旬的阿
根色呷老人满脸感激，连声表
达感谢。经过检查，华医生认
为老人动过手术的右眼恢复得
不错，但左眼也有白内障的症
状。在叮嘱老人好好休养之
余，华医生告诉他会再为他安
排一次免费手术。

“布拖县城海拔在 2400
米左右，一些山区村镇的海拔
更高。”在布拖行医大半年，
华绒利对这边的环境差异感
触很深。由于地势高紫外线
强，致使白内障成为当地一种
较常见眼疾，且发病年龄提前

到 50来岁，一些白内障患者
也存在无力就医现状。

为此，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魏晓捷和陈冲达主任通过民盟
发动社会筹款，布拖县人民医
院则安排车辆把几位病人接到
了医院做术前检查。在陈冲达
主任、华绒利副主任医师及手
术室护士胡红女、当地手术室
护士等通力合作下，7位老人
进行了免费白内障手术，重见
了光明。

采访当天，记者在布拖县
人民医院五官科看到，眼压
计、验光仪、眼科AB超等设
备都已经配好。“经过前几年
脱贫攻坚建设，布拖县人民医
院的‘硬件’还是可以的。但

‘软件’方面有点跟不上。”华
绒利说，在他们来之前，大五
官医生才2人，还要担负日常
门诊、急诊、体检等繁杂工
作，所以这些设备都还没来得
及投入使用。像白内障这种手
术，无菌要求高，并且要在显
微镜下操作，手与眼要高度协
同，这需要经过一到两年的训
练才能上手，所以手术开展起
来非常困难。当地群众要做白
内障手术，只能去州府西昌，
而大多数病患只得无奈放弃手
术治疗。

此外，布拖群众的就医观

念也相对落后。“眼睛发涩、
视线模糊也不去看医生，只
要不严重影响生活，都是能
拖就拖。”华医生说，一旦到
就医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
治疗的最佳时期。因此，义诊
时的卫生知识宣讲，华医生看
得非常重要，发现有早期症状

的群众就会力劝其早点就诊检
查。

华医生在布拖挂职半年
后，又主动延长了一年半时
间。目前，她已经启动了新
一轮白内障患者的筛查，计
划再为 20名当地患者完成手
术。另外，她还想为所在科

室培养一到两位骨干，把精湛的
医术和一颗为病患解除痛苦的医
者仁心留在高原上。

慈溪眼科“帮帮团”
为7位布拖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本报讯 日前，市博物馆
受赠三通碑刻，分别为宁波市
收藏家协会石雕砖雕委员会
捐赠的清光绪七年慈溪县告
示碑、张志达先生捐赠的清
雍正十三年毛云鳼墓志和孙勤
忠先生捐赠的唐开成五年章福
墓志（砖质）。市博物馆向捐
赠者表示感谢，并颁发捐赠证
书。

清光绪七年慈溪县告示
碑，高 150 厘米，宽 70.5 厘
米，厚 7.5厘米，告示内容为

“清光绪七年，慈溪县宓家埭
宓氏家族捐赠3间房屋、40余
亩地作为教育基金，开办味根
家塾，以此支持家乡教育，并
以官方名义立告示碑，告诫宓
氏子孙此房产田产不得买卖、
变更。”清雍正十三年毛云鳼
墓志，67.5×61厘米，厚 8厘
米。唐开成五年章福墓志（砖
质），37×37 厘米，厚 7.5 厘
米。

捐赠仪式上，捐赠者之

一，宁波市收藏家协会石雕砖雕
委员会代表说，清光绪七年慈溪
县告示碑的内容与慈溪息息相
关，因此决定将其无偿捐赠给慈
溪市博物馆，“回归博物馆是石
碑最好的去处，既能让文物得到
更好的保护，又能让文化继续传
承下去。”他表示，“宁波市收藏
家协会作为文物收藏的民间组
织，有义务、有责任来做这件事
情。”

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目前博物馆馆藏碑刻有 108
通，集中展示在位于上林湖栲栳
山停车场的碑林长廊内，内容上
以告示（修湖、修宗祠）和墓志
为主，“像清光绪七年慈溪县告
示碑这样记载买地助学慈善内容
的碑刻是第一通，丰富了我们的
馆藏内容。”该负责人表示，社
会捐赠是馆藏的重要补充，“我
们十分感谢捐赠者的无私捐赠，
下一步，我们将在妥善保存的基
础上，对碑刻进行详细的梳理、
解读并进行充分利用，让碑刻

‘活起来’，既不负捐赠者的爱
心，也让更多市民朋友更好地了
解慈溪的碑刻文化。”

市博物馆受赠三通碑刻

■全媒体记者 杨贯

■全媒体记者 马安娜
通讯员 潘佳利

日前，桥头镇便民服务中
心联合镇残联组织开展“最多
跑一次”残疾人家庭VIP服务
包延伸服务，对潭河沿村、五
姓村、上林湖村等村行动不便
且需要办理业务的残疾人进行
上门服务，工作人员上门讲解
涉及残疾人切身利益的养老、
医疗等政策并为他们办理所需
业务，整合充实“家庭助残服
务包”，实现精准施策，让残
疾群众最大限度享受政府服
务。

■摄影 通讯员 陈邦
强 蔡芳洁 张奕逸

便民服务送上门

在布拖县挂职的眼科医生华绒利带着徒弟，上门为白内障患者阿根色呷做术后回访检查。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本报讯 古人云：“形体
不蔽，精神不散，亦可以百
数”“不学礼，无以立”，可见
从古至今，礼仪形态都贯穿于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良好的
体态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也
能使我们在举手投足之间展现
良好的素质与风度。

明天上午 9点半，慈晓客
户端积分商城联合慈溪拾光艺
术特长培训有限公司推出女性
气质形体美学训练月卡福利，
用户在慈晓客户端“我的”页
面，找到“积分商城”，即可
凭借积分兑换价值580元的课
程包。

慈溪拾光艺术特长培训有

限公司是一家以礼仪为核心的礼
仪传播机构，积极响应浙江省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意见，倡导“浙江有礼”精神面
貌和礼仪风范，以“拾光·礼
仪”品牌打造全民有礼。课程模
块涵盖女性气质形体、政企单位
商务礼仪、青少年形体礼仪、企
业定制礼仪、门店服务效能、礼
仪师资考证、形象色彩与风格、
演讲与沟通能力等课程。此次推
出的女性气质形体美学训练月卡
包含 12节课程，通过神态、形
态、体态及肢体语言的动静美相
结合的美姿美态训练，唤醒身体
对美的感知，帮助女性在日常生
活、社交、商务活动中展现更优
雅自信的形象。感兴趣的用户记
得蹲点抢兑！

“拾光”有礼

慈晓积分商城邀你体验
女性气质形体美学课

微信网友xlj：家门口一
小块地，各种蔬菜都来一点，
幸福感满满。

（11月21日7时06分）

慈晓客户端慈圈“圈友”
慈溪阿文：红尾鸫。

（11月21日10时38分）

慈晓客户端慈圈“圈友”
华家小青：蝗虫，现在的孩子
很少能见到了。

（11月20日16时15分）

■全媒体记者 杨昀 曾斌

小醉醉
2022-11-21 02:10
土豪主场不好踢，压力太

大，技术动作基本上都变形。
这几天晚上卡塔尔球员晚上估
计都睡不好，压力没有转化为
动力。厄瓜多尔队两球领先以
后，特别是下半场，以我们踢
球者的看法是，已经给足东道
主面子，收着踢了。碰上严谨
的欧洲队伍，比如德国，比分
估计不是这样，差距还要拉
大。卡塔尔后防线主要问题出
在三个中后卫和门将这里，不
给力。

伪球迷
2022-11-20 22:41
今夜无眠，今夜热血沸腾

……一生能有几届世界杯，一
生注定要为此球狂，为C罗，
为梅西，为所有的绿茵健儿加
油喝彩！虽然国足依然缺席，
但卡塔尔世界杯处处有 Chi⁃

na……有中国建造的球馆，有
中国维护的草坪，有国宝熊猫
……更有热情的中国球迷。

逝者如斯
2022-11-21 02:14
只要一“点”“头”，胜负

就决定了。整场比赛，卡塔尔
可说是没有任何机会。实力不
够，想稳守反击，但是球员压
力太大，发挥不好。虽然只是
一场比赛，但亚洲球队与世界
的距离却感觉越来越远了。

杰6
2022-11-21 07:25
世界杯开幕战上听到张路

指导和詹俊老师说到的评论从
一开始的“世界杯改制以来揭
幕战东道主还从来没输过”到

“卡塔尔是 2019年亚洲冠军，
不至于这么菜瓜啊”，再到后
来的“传球不过三脚必然会
丢”……一声叹息，貌似还有

点一地鸡毛，看来还得是硬碰
硬、实打实地受过磨练和洗礼
才能经受住考验。

斯坦
2022-11-21 08:58
2022 卡 塔 尔 世 界 杯 开

幕，赛前被普遍看好东道主首
场会有所表现，毕竟有“钞能
力”，但是厄瓜多尔告诉大家
我有实力，不怕“钞能力”。
队长瓦伦西亚是本场 MVP，
头顶脚踢梅开二度，卡塔尔门
将的表现这场确实比较糟糕，
还好下半场厄瓜多尔给足了东
道主面子，没有继续进球，卡
塔尔也组织了几波不错的进
攻，但是最终比分锁定在 0
2，厄瓜多尔离开高原主场，
依然稳定发挥，卡塔尔接下来
两场不容再失！

超人
2022-11-21 10:05

“钞能力”的破灭！金钱
可以买来好球员，但买不来好
球队；财富能够提供高薪，但
不可以收购高分。胜利，还是
要艰苦的训练、精密的配合、
高超的技术和顽强的拼搏才能
获得。

章鱼哥
2022-11-21 13:04
我是个传说中的伪球迷，

只看不踢。昨晚的揭幕战只看
了上半场，胜负已分，加上两
个队都存在感不大，其实我预
测还是蛮准的：厄瓜多尔 3
0胜东道主，如果开局 5分钟
那个进球不算越位的话，我还

真的是成了章鱼哥了。
各位球迷可以通过慈晓客户

端，点首页底栏的“慈圈”，再
点顶栏的“话题”，进入“过足
瘾·卡塔尔世界杯”，点右下角
的照相机进入编辑内容页面，即
可发布您对球赛的点评和见解。
可以是文字评论，也可以是图文
并 茂 的 解
说，本报每
天会挑选精
彩 点 评 刊
登，录用者
将 发 放 稿
酬。

（李佳
珊 整理）

“过足瘾·卡塔尔世界杯”慈溪球迷精彩评论

二维码扫一扫
慈晓更精彩

微信网友尘海舟子：小区
“只进不出”，个人黄码加身，
学生阿倩送来了她父母种的蔬
菜，感谢！

（11月21日13时35分）

微信网友仇雨：慈溪最美
黄金大道，前往阳觉殿慈溪林
场的路上。

（11月20日12时0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