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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早知道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本报讯 元宵节作为中国的传
统节日，自古以来就有喜猜灯谜、吃
元宵的习俗。在元宵节来临之际，义
乌市怡乐新村养老服务中心为院内
的老人准备了暖心又暖胃的庆元宵
活动。

走进怡乐新村，大灯笼、红对
联、四溢的饭菜香，还有老人们笑成
了花的脸，无不透露出喜庆、幸福、
祥和。

老少齐舞龙 生活乐陶陶

2 月 24 日上午，坐落于宾王路
C77号的怡乐新村内，锣鼓喧天、歌
声飘荡、喜气洋洋。精神矍铄的“吉
祥龙”和朝气蓬勃的“辉煌龙”在腰
鼓的带队下，开始了他们的“飞天翔
游”计划。楼栋门口，老人们翘首以
盼。手里拿着香，嘴里默默念着吉祥
话，十分虔诚。随着“咚”的一声，工
作人员的祝福词和着电子鞭炮声响
彻在栋楼门前，热闹非凡。

“翔游”过后，两条“巨龙”在
怡乐新村的夕阳广场上不断盘
旋。舞龙人手举着木棒，一会儿跑
一会儿跳，一会儿站一会儿蹲，好
像孙悟空挥舞金箍棒一样潇洒自
如。双龙随着龙珠的“跳动”时而
腾云驾雾，时而翻江倒海，威风凛
凛，气势磅礴。

灯谜猜猜乐 大家齐欢乐

当大家还沉浸在“舞龙”的喜庆氛
围中，生动有趣的猜灯谜环节也安排
上了。猜灯谜又称打灯谜，是中国独有
的富有民族风格的一种传统民俗文娱
活动形式，是从古代就开始流传的元
宵节特色活动。

午饭过后，数不清的多彩灯笼挂

满了凉亭，每个灯笼下面都有一个谜
语，它们在微风下尽情摇摆，就像一只
只小手，向大家打招呼：“朋友们，你们
好，快来猜我吧，我的谜底最好猜。”手
拿参与券的老人争先恐后赶往猜谜
区。此次活动，设置了“成语类”“字谜
类”“动物类”“物品类”等共计200条
灯谜。活动中，老人有的摘下灯谜，分
析答案，有的答对后喜笑颜开，有的答

错后苦思冥想，有的这边看看，那边瞧
瞧，不断更新出各种有趣表情包。猜谜
结束后，还拿到了人手一份游戏奖品，
每个人脸上都堆满了笑容，呈现一派
热闹祥和的气氛。

巧手做花灯 汤圆连心甜

拎着花灯逛灯会是很多人对于元
宵节的童年回忆，2月25日，社工带领
老人做花灯，让我们的老人“返老还
童”，体验不一样的“元宵节味”。社工为
在场的老人们发放灯笼制作材料并讲
解制作方法，话音刚落，爷爷奶奶们便
迫不及待地打开材料包，按照步骤折
纸、粘贴、穿绳、安灯，小心翼翼地拼接
起来，大家分工合作，互相帮助其乐融
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一个个透
着喜庆的灯笼就制作完成了。各种花
灯、动物灯大放光芒，把怡乐新村打扮
得绚丽多姿，给元宵节披上了节日的盛

装。赏花灯期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鉴
赏各自作品并合影，场面煞是热闹。

元宵节吃上一碗汤圆，寓意一家
人幸福团圆。在怡乐新村这个大家庭，
社工与老人们一起包汤圆、煮汤圆、吃
汤圆，陪伴老人感受浓浓的团圆之情。
一个个圆圆胖胖的汤圆煮熟后，冒着
腾腾热气。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
香甜汤圆，一个个汤圆充满了浓浓的
爱意，老人们吃在嘴里，甜在心里，个
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春节前，院里开始实行封闭管
理，为了让家人们都能够平安健康，我
们所有的护理员都没有回家，吃住都
在养老院内，为了让‘老小孩’住得安
心与舒心，我们还开展了丰富的贺新
年活动，受到老人和家属的广泛好
评。”义乌市怡乐新村养老服务中心院
长周晨斌说，看到老人脸上开心的笑
容，一切都是值得的。

舞龙耍狮猜灯谜 养老院里“闹元宵”

怡乐新村里的别样“元宵节”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冷空气又来了，终于要下雨了！
为什么要期待下雨呢？今年以来，义
乌降水明显偏少。据统计，1月1日到
2 月 24 日，我市降水量较常年偏少 6
成，水库、河流都急需雨水的补充。尤
其是在春天这个季节，“春雨贵如油”

“润物细无声”，万物都需要雨水的滋
润，所以，这春雨也该下了。

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冷暖
气流活跃，多过程性降水天气，气温
起伏较大。昨天还是 20℃以上的气

温，今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下，最高气
温跌至 13℃左右，有小到中雨；明
天，冷空气继续扩散，低层湿度较
大，雨渐止转阴天；周日白天，我市
阴转多云，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雨，最
高气温回升至20℃。

3 月接过 2 月的接力棒，继续完
成下雨的“使命”。目前来看，3 月 1
日夜里，降水较为明显，预计中等
左右；3 月 2 日前后受高空槽东移和
冷空气影响，好不容易爬上去的气
温又被压下来了，最高气温从 23℃
跌至 12℃。总之，我们就将要进入
一段阴雨增多的日子，之后雨水将
断断续续地下，气温升了又跌，跌
了又升。

俗话说“二八月乱穿衣”，意指

在农历二月或八月，气温忽高忽低、变
化不定，人们穿衣时厚时薄很混乱。而
今年的“乱穿衣”似乎来得更早一些，
未出正月，猛烈的升温让人们纷纷脱
下冬装换春衫，随后升温进程却被冷
空气打断，甚至有的地方降温超 20℃。
对此，中国天气网推出全国乱穿衣预
警地图，从地图上看，浙江属于“降温
猛烈，乱到裂开”地区，可见接下去的
天气有多考验我们的穿衣功力了。

据中国天气网分析师王伟跃介
绍，预计未来三天，黄淮西部、江汉、长
江中下游一带以及新疆西北部、内蒙
古中东部部分地区，气温起伏超 10℃；
尤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京、上
海、杭州的小伙伴，前一天恨不得“短
袖上阵”，隔天却要“秋裤护体”。而在

华北大部、黄淮、江淮、江南、西南地区
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和西部、黑龙江中
东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未来三天气
温起伏变化多在 5℃至 10℃之间。特别
是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南、西南地
区东部等地，今天起，随着雨水天气展
开，气温还会随之走低。穿多了嫌厚，
穿少了怕冷，的确让人有种乱到心塞
的感觉。

但不管气温如何“任性”切换，大
家穿衣不能混乱，时时关注天气，谨防
感冒不能大意。气象专家提醒，春季气
温变化较大，要留意临近天气预报，如
果昼夜温差大于 10℃时，至少备一件
衣服及时增减，可采用洋葱式多层穿
衣法，便于随时增减。另外，降雨天气
下道路湿滑，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

冷空气又至 捎来及时雨
未来几天气温起起伏伏，关注天气变化谨防感冒

年 轮 翻 页 ，年 岁 又 增 ，站 在
2021 年的起点，一切都像刚刚开
始。我在有“义乌后花园”之称的绿
色动力小镇工作、生活了近三年，感
觉每天都很新鲜，每天都充满动力，
感受到牛年的红红火火，更感受到
了温暖、美好与希望。

我叫陈小洪，来自云南曲靖，今
年51岁，在赤岸镇小峰洗衣有限公
司工作。刚来这边时，感觉一切都很
陌生，工作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包括
吃饭的口味，都不一样。之前，我的妻
子以及两个孩子都在永康生活。每年
春节，因为工作很忙碌，一家四口也
没能回云南老家过年。不过，我还是
会去永康与他们团聚，对我们来说，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才是团圆年。

相比前几年，今年的春节格外
与众不同。公司春节不放假，为了响
应留义过年的号召，我也决定留下
来工作。家人心疼我，为了吃顿团圆
饭，大年三十，一家人特意从永康赶
到义乌来陪我过年。记得年三十那
天一直下雨，但一点不影响我们的
好心情。下午一点我下班后，我们就
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了。一家人在一
起做菜，一起看春晚，虽然在小小的
公司宿舍，还是感觉很幸福。

更让我觉得温暖的是，老板年
前就给员工们每人发了两个红包，
这份温暖和福利，让我觉得留下来
真好。

小峰洗衣有限公司的工作基
本就是给酒店、宾馆等提供床单被
套的收送、清洗、消毒等服务。其
实，我的工作并不复杂，每天就是
把从各个酒店、饭店、足浴中心运
过来的床单、被套、毛巾分拣开来，
然后按照不同的公司分类洗涤。以
前，我不仅要把床单被套手动扔进
大型洗衣机里洗涤，还要等洗好后
一件件取下来分装，工作量比较
大，程序也很烦琐。

现在不一样了。去年6月，公司
投资450多万元引进一套全自动隧
道式洗衣笼，洗衣程序变成了全自
动，我只需要把床单被套分拣开来
放上去称重，机器就会自动进入洗
涤程序。洗涤区共有 14 个仓，每个
仓分别有热水、温水、蒸汽、消毒、压
平、烘干等等功能，一个仓滚动两分
半钟，就进入下一个仓，等所有洗涤
程序完成后，机器会自动将洗好的
床单被套移至不同轨道，随后分别
进入烫平区，最后进入折叠区。公司
引进新设备后，我的工作也轻松了
很多，自动化设备的使用，使得安全
隐患小了许多，收入平稳上升，工作
起来也更有劲儿了。

我最佩服的还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王益松。去年，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中，许多企业拒绝接收定点隔离医院
及酒店的床单、被套，了解到这个情况
后，我们老板毅然决定接下这项棘手
的活儿。那时候，每天企业车间都充满
了消毒水的味道，老板说这是一份拼
良心的工作，只要我们防护做到位，一
定能将隔离点的床单、被套洗干净送
回去。也正是抱着这样的责任心和公
益心，大家都戴着口罩卖力干活，最终

出色完成了如此棘手的任务，现在想
起来依然很有成就感。

如今，我们公司的服务不仅包揽
了全义乌范围，还辐射至磐安、武
义、永康、遂昌等地。在如此繁忙的
时候，公司员工几乎全部都留下来
过年。相信在新的一年，公司一定会
牛年大吉，蒸蒸日上，我们的生活也
会越过越旺。

外来建设者 陈小洪 口述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整理/摄

处处有温暖，留下过年真好！

我叫王颖，来自辽宁沈阳，2008
年来到义乌，现在是大陈图书馆的
一名图书管理员。

刚到义乌的时候，我计划待两
年就走。没想到，来了就不想走，现
在我和丈夫已经落户义乌，在大陈
安了家。往年我都会回老家过年，今
年是我第一次留在大陈过年。今年
的春节过得与往年大不相同。往年
在老家，我和父母、孩子一起过，一
家人热热闹闹地包饺子、吃饺子。但
今年春节，受疫情影响，老家回不去
了，每天只能通过视频与家人联系，
了解那边的疫情，关心家人的健康，
鼓励他们坚持在家不出门。相对于
远在沈阳的家人们，在义乌过年的

我是幸福的，能和丈夫吃着烤麦饺、
猪头腊肉等地道的义乌美食，偶尔
出门欣赏义乌的好风光。

图书管理员是我非常喜欢的职
业，别看我今年已经 49 岁了，但作
为一名新员工，一直在努力学习。作
为一名图书管理员，今年春节假期
也是我第一次在工作岗位上过节。
受疫情影响，很多外来建设者和我
一样都没有回老家过年，尤其是不
少外来建设者子女也都留在大陈过
年。春节假期，不少商店、休闲娱乐
场所都关门放假了，那大家能去哪
儿？为了让大家过一个充实的春节，
大陈所有景点免费开放，大陈图书
馆也于正月初一对外开放，并从正

月初四起全面恢复正常对外开放。
大陈图书馆经过重新装修，现在

的环境更好了，书籍也增多了。刚开
始，外来建设者进图书馆来看书的比
较少，我就把自己的位置搬到一楼大
厅去，为想进来的人答疑解惑，通过我
的引导，图书馆越来越有人气了。尤其
是春节假期，来看书的孩子很多。我不
仅要做好图书馆内的管理和消毒工
作，也要叮嘱来看书的市民戴好口罩，
做好防疫。看到大家都这么喜欢来看
书，我心里特别开心。虽然假期要上
班，但能让这么多和我一样留在义乌
过年的外来建设者有个好去处，让大
家感受有书香气的“年味”，我觉得坚
守是值得的。

如今，春暖花开，老家的疫情得到
了很好的控制。我相信，很快就能把我
70多岁的父母接到大陈来休养。

外来建设者 王 颖 口述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整理/摄

让大家感受书香气的“年味”

▢ 全媒体记者 何 欣
通 讯 员 金南星

本报讯 最近，我市一家医
院大肠外科接诊了一位 27 岁
患者小张，并确诊其为肠癌晚
期，由于错过了早期治疗机会，
目前小张每天只能带着“尿不
湿”生活，每天排便次数高达三
四十次，痛苦不堪。

其实，早在1年多前，小张
就出现便血症状，但他误认为
是痔疮，没太在意。轮到自己体
检，由于不好意思，到了“指检”
环节，他就摆摆手说“没事，不
用了”。没想到正是这一次次的
拒绝，让他追悔莫及。

经检查，小张患上局部晚
期的结直肠癌，肿瘤非常大，且
距肛门口只有两厘米，已出现
周围淋巴结转移。

主治医生为小张制定了综合
治疗方案——TNT全程新辅助
放化疗。经过长达半年的规范放

疗、化疗效果明显，肿瘤明显缩
小，再实施精准微创腹腔镜下肠
癌切除手术，肿瘤标本通过肛门
取出，肚子上没有留下明显疤痕，
手术效果不错，肛门也如愿保住。

但遗憾的是，由于肛门和
肿瘤距离过近，又经过了放化
疗治疗，保住了肛门，但是肛门
肌肉反射功能受到了影响，失
去了“阀门”作用，小张也因此
每天只能带着“尿不湿”生活。
医生表示，如果1年前，刚发现
排便异常的小张能早点去医院
做个检查，或在体检时做了指
检，也许就能早早发现端倪。

医生提醒，由于生活方式的
改变，年轻人中发现肠癌的越来
越多，尤其是在义乌地区，门诊
中前来就医的直播主播、电商从
业者非常多，他们长期通宵熬
夜，凌晨过后辛辣的夜宵和烧烤
是下班标配。因此，这些沉痛的
事实也警醒着年轻人，要重视肛
肠症状，早发现早治疗。

小伙误将肠癌当痔疮
延误治疗追悔莫及

▢ 全媒体记者 何欣

本报讯 近日，92 岁的陈
爷爷喝了鱼汤后，持续腹痛无
法缓解，家人带他到医院就诊。
胃肠外科医生接诊后，判定为
鱼刺引起的肠穿孔，随即为陈
爷爷开展了急诊手术，及时为
老人拔除病根。

主治医生表示，鱼刺如不
及时取出，会随着肠蠕动继续
游走，最终可能导致遗留在腹
腔内化脓甚至有刺破其他脏器
血管的可能。快速通道完成核
酸检测筛查后，陈爷爷立即接
受了急诊手术。手术从陈爷爷
的肠管中取出了3厘米长的鱼
刺，而正是这根鱼刺，已导致陈
爷爷的小肠出现两个破裂口，
腹腔出现感染。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我
市有多起因进食引起消化道疾
病而前往医院就诊的病例。一
位胃肠外科医生表示，消化道
异物中招的人群不分男女、不

分年龄，但多以小孩、老人为
主，以往接诊的患者当中，也有
因鱼刺最终导致主动脉破裂出
血的病人。因此，大家一定要注
意：吃饭还是讲究细嚼慢咽，以
吃鱼为例，吃鱼时尽量不要说
笑，要细嚼慢咽，确定没有鱼刺
后再吞下去，也不要把鱼汤、鱼
肉加入饭中一起吃；对于老人
而言，尤其是牙齿不好、口腔辨
别能力差的，更应该注意；儿童
也要多加注意，家长应把鱼刺
挑出确保安全后再给孩子吃。

此外，医生还特别提醒，如
遇鱼刺卡喉，千万不要采取民
间的“土办法”，如喝醋软化鱼
刺，大口吞咽米饭、馒头等来试
图“消化”它，以上做法会刺激
肠胃，导致鱼刺越扎越深，更容
易扎入气管、食道、静脉、动脉
等部位。一旦被异物卡喉，应立
刻停止进食，如鱼刺卡在咽部，
可尝试自己用镊子取出；如无
法自行取出或出现胸闷、胸痛
的，请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

九旬老人误吞鱼刺
腹痛难忍竟致肠穿孔

▢ 通 讯 员 罗雪飞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近期雨水较少，天
气持续干燥，火灾隐患突显，各
地山林火灾频发，而露天焚烧
秸秆是引发火灾的一大诱因。
赤岸镇植被茂盛，防火形势尤
为严峻。连日来，市执法局赤岸
大队积极部署，安排力量强化
辖区露天秸秆焚烧排查行动。

期间，执法队员开展地毯
式不间断巡查，发现一起，扑灭
一起，确保第一时间消除火灾
隐患。进入春节以来，赤岸大队
已扑灭秸秆焚烧17处。

据了解，露天秸秆焚烧危

害大、隐患多，若是因此引发
火灾，当事者还将可能被追究
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九条第一款，违法露天焚
烧秸秆的，可以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规定，对故意焚烧农作
物秸秆引起火灾，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
大损失的，以放火罪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
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天气干燥雨水少
露天焚烧隐患多
进入春节以来赤岸已扑灭秸秆焚烧17处

征文选登

春节期间陈小洪在分拣床单被套。

老少齐舞龙。 老人与社工一起包汤圆。

王颖在整理书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