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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阿根伯说谚语

作者 金阿根
记者 何文静 主持

炳友这种男人现在很少见，白天东

荡西游，轧七轧八轧闹猛。葛里有油水

去揩点，夯里能白吃就去吃一顿。晚上

回家怕老婆阿芳骂，装得蛮乖蛮听话。

老婆在灯下拼镶花边，伊剪剪旁部帮帮

小忙。阿芳心里有气，说他是“日里走四

方，夜里补裤裆”，伢份人家穷得翻不了

身，就是屋里个男人好吃懒做的原因。

时间一长，炳友也觉得介弄下去勿

是事体，想想阿芳白天晩上的付出，实在

对她不起。于是干起送快递的工作，苦

虽苦，总来冬挣钞票，日子就一天天好了

起来，可阿芳还是老说这句话，不过不再

是贬而是褒。

“日里走四方，夜里补裤裆”

跟我学说萧山话

作者 原住民
记者 何文静 主持

能可：两种情况相比较，宁愿选
择差的、不好的一种，有两害相权取
其重的意思。

例 1：食堂伙食不好，阿明跟同
事抱怨说：以后的日子，能可饿煞也

不会踏进食堂一步。
例2：“我能可伲子打光棍，也勿

要阿美的女儿做媳妇，有介一个娘就
会有介一个囡。”李姐知道阿美年轻
时的荒唐行为，一口回绝了媒人的介
绍。

“能可”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宣燕鲁

本报讯 为了让女性朋友们对更年
期有更好的认识，从而增强更年期妇女
把握自身健康的判断能力，帮助妇女自
我调整心态、坦然地度过这段特殊生理
时期，近日，秀水社区邀请萧山区第一人
民医院方燕飞医生为辖区内女性居民做
题为“更年期疾病防治”的科普讲座，讲
授更年期保健知识。

方医生通过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

根据更年期妇女保健的特点详细介绍了
更年期发生的原因、特征，使大多数妇女
对更年期综合征以及怎样正确对待更年
期等知识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接着，方医生就如何预防保健以及更
年期疾病如何面对等知识进行讲解，并从
饮食、心理、身体锻炼等方面进行了指导；
同时，她提醒妇女朋友，更年期是人体衰
老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无论生理还是
心理都会发生明显变化，绝大部分的妇女
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影响个人健康

和家庭生活质量，女性朋友要正确对待更
年期，注意合理的饮食结构和运动，调试
好自己的心情和生活，注意个人卫生，并
且要做定期检查。

此次讲座，使女性朋友对有关更年
期方面的知识有更深刻的了解，大大增
强了广大中老年妇女的自我保健能力，
提高了大家的健康意识，使女性朋友能
够以更加淡定从容的心态度过更年期这
一特殊时期。

■见习记者 李小荣

“当时大火烧得很大，直冒黑烟。现
在火灭了，但是你看，还能看到黑乎乎的
一片。庆幸的是，房间里的老人家没
有大碍”，住在工人路社区二棉路25幢的
王阿姨说起中午发生的火情，仍然心有
余悸。

昨天中午11点50分左右，25幢1单
元6楼的邵大爷家中突然起火，随着火势
蔓延，焦味不断弥漫开来。社区工作人
员接到居民的电话后，第一时间赶赴火
灾现场救火，避免发生更大悲剧。

危急时刻社工冲进火场救出老人

“我是将整个单元楼电路的总开关
关掉后跑上去的，因为居民楼的电路是
相连的，很有可能导致更大火灾的发
生。”郭敏龙是工人路社区的治保主任，
此次火灾中，他第一个冲上6楼开始救
火，社区居委会主任、副主任等工作人员

紧随其后。
面对不断蔓延的火势，郭敏龙顾不

得太多，一头扑进房间找到邵大爷，并将
大爷救出门外。其他工作人员挨家挨户
敲门，让单元楼里的其他居民立即下楼，
避免更大的危险发生。热心的邻居也行
动起来，和社工们一起接水、扑火。由于
烟雾很大，他们必须在门外深深吸一口
气后再进入房间，把水扑到着火处后再
立即跑出来，深吸气，继续跑进去扑火
……在社工和居民的合力扑救下，火势
在消防部门赶到之前就得到了控制。

被救的邵大爷在社工的照料下情况
比较稳定，没有生命危险。

独居老人厨房烧肉睡着引发火情

原来，昨天中午80岁的邵大爷在厨
房里烧肉，由于喝了点烧酒，上了年纪的
他不知不觉睡着了，此时肉还在煤气灶
上继续烧着，水干了，锅内的肉起火在厨
房里燃烧起来，直到被呛醒，他才反应过

来怎么一回事，此时厨房已经一片狼藉。
谈起 80岁的邵大爷，邻居有点感

叹。邵大爷的老伴早些年去世了，两个
儿子虽有心照顾无奈工作太忙，由于女
儿与邵大爷住的较近，平日里，女儿常来
看望，大部分时间，他自己一个人住。

“真的幸亏社区工作人员及时赶来
灭火，要不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老早便报
火警了，但还是社工来得更早些”。小区
居民忍不住地竖起大拇指，为在火灾中
出现的社区工作人员点赞。

目前，工人路社区对出租户的安全
隐患正进行“地毯式”的排查。相关人员
提醒，居民要进一步提高消防安全意识，
学会家庭安全应急扑救、火灾现场逃生
自救等内容并懂得防火常识和简单的火
灾自救技能，防患于未然。

■见习记者 李小荣 通讯员 张立红

本报讯 在第二十七个“全国助残
日”来临之际，针对老年人群中普遍多发
的白内障、青光眼、低视等疾病情况，17
日上午，北干一苑社区联合区残联、区中
医院在小区内开展了“阳光助残活动”，为
老年人开展眼科义诊。

一大早，前来就诊的多位老人便开始
排队，大家纷纷询问医生各检查项目。“阿
姨，你现在这种情况是因为两只眼睛都有

白内障，但是不用担心，现在的情况还不
需要手术。”来自萧山中医院的眼科医生
正在为一位老人看诊，并对检查结果进行
分析解释，解答居民关于视力问题的咨
询。

如何了解自己的眼部健康情况、怎样
防范眼部疾病，眼部患病后如何治疗，在
本次活动中都一一作了详细介绍，居民们
表示，今后会更加仔细地爱惜身体，使自
己的晚年时光更加幸福、快乐。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汪卓霞

本报讯 15日晚，金泰苑社区邀请杭
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的方晨光老
师带领社区党员们了解湘湖的相关文
化，探究湘湖新城开发中如何进行文化
保护。

方老师涉猎广泛，在课上更是谈古
论今，引经据典，并结合PPT以图文并茂
的方式向党员们形象地展示了湘湖的风
采，其间穿插了各种奇闻趣事，加深了大

家对湘湖文化的了解。方老师提到，湘
湖是浙江文明的发源地——跨湖桥遗
址；是古越文明的诞生地——越王城遗
址；是文人骚客的集聚地，是唐朝诗人贺
知章的诞生地。湘湖建设的定位是与西
湖错位发展，以人文资源为特色；湘湖新
城的个性在于对湘湖文化特质的张扬，
湘湖新城的价值在于对湘湖历史文脉的
延续，湘湖新城的元素在于对湘湖人文
基因特色化的体现，因此在湘湖三期和
湘湖新城建设大投入、大规模开发的背

景下，必须利用好现在的湘湖自然资源、
文化资源进行滚动发展，建立一个文化
厚重、生态优美、城湖相融的钱塘江边的
新兴城市。

“原来湘湖文化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作为一名萧山人对于湘湖的了解却如此
匮乏实在是惭愧，今天老师的课让我受
益匪浅。”党员孙师傅对此次讲座赞不绝
口，不少党员都表示这样的讲座既增长
了见识，又提升了身为萧山人的自豪感，
非常有意义。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陈婕

本报讯 近日，萧然社区开展“弘扬
助残风尚 传递千家爱心”志愿服务活
动，邀请了萧山区中医院眼科医生在社区
活动室为居民进行免费的眼科体检。

眼科义诊主要涉及白内障、青光眼、
近视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糖尿病相关
眼病、翼状胬肉、斜视、弱视等眼科疾病。
工作人员为疑似患有眼科疾病的居民进

行了系统的视力测试和眼病筛查，并为前
来检查的患者做了详细的记录，便于日后
跟踪随访。对于部分居民的特殊症状需
要进一步检查的，医生指导居民到医院做
进一步的诊断检查。

此次活动提高了社区居民爱眼护眼
意识，也增强了老年人对眼睛常见病的认
识和保健技能，为推动社区居民健康事业
做出了积极努力。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华洁

本报讯 近日，泰和社区邀请萧山区
健康促进协会副秘书长何幼红老师为社
区居民带来题为“如何对待生活中不如意
的事”的科普讲座。

“年轻的时候忧心工作与孩子，年纪
大了不仅操心下一代下下代，还要理顺自
己的生活，生活不如意之事常有发生，正
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帮助自己调整心态”来
听讲座的衢大姐说。此次讲座以“不思八
九、常想一二”为轴线，用照片呈现新时代
与旧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提示居民学会

知足常乐；通过坐火车、秀才赶考等幽默
段子，引导大家在烦恼时转换思考角度，
保持良好心态；通过赏析美文启迪居民不
要无谓生闲气、不要自我压抑生闷气、更
不要互相攀比而生怨气。

讲台上老师声情并茂，讲台下居民笑
声不断，此次讲座不仅让居民们体会、学
习到化解负面情绪的意义和方法，也给社
区的工作带来启发：通过常态化的居民活
动，为大家提供唠家常、诉忧愁的场所，让
负面情绪在倾诉与倾听中化解，让情感在
交流与沟通中升华，也帮助居民更积极地
面对生活的好活动。

八旬独居老人家中起火 社工及时救下他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俞俏艺 寿晶菁

本报讯 为了迎接5月29日“全国爱
足日”的到来，普及足部疾病科普知识，
城厢街道百尺溇社区与新塘街道广泽社
区分别邀请了医生为居民们带来了实用
的健康讲座。

百尺溇社区特别请来了浙江中医药
大学研究生导师、萧山中医院足踝外科
主任曾林如医师，为社区党员上了一节
常见足病的预防与保健讲座。讲座中，
曾医师分别从足部的解剖、足的常见畸
形及病变、足部疾病常用治疗及预防三
个方面为党员朋友讲解了足部常见的疾

病以及预防方法。课后，曾医师还留出
时间进行现场咨询，为大家答疑解惑。

此次足部健康讲座，在社区党员中
普及了足部健康保健知识，使广大党员
受益匪浅，受到党员们的欢迎。

新塘街道广泽社区邀请新塘街道卫
生院工作人员，在广泽社区活动室开展
了一次健康教育知识讲座。

讲座由新塘街道卫生院韩燕娜医师
主持，韩燕娜医师向居民讲解了糖尿病
足部动脉检查的相关知识，韩医师主要
从以下四个方面向大家做了讲解：足背
动脉的位置、检查足背动脉的重要性、如
何检查足背动脉、如何判断足背动脉的

异常。
本次讲座中，韩医师对大家提出的

一系列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解答，现场
气氛非常活跃，充分满足了广大居民对
健康知识的需求。讲座结束后，新塘街
道卫生院向居民发放了保健知识宣传资
料40余份。通过这次保健知识的讲座，
为广大居民尤其是老年朋友的健康提供
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和行之有效
的防范治疗方法，提高了他们对疾病的
防护意识与自身健康的认识，同时也拓
宽了健康教育宣传形式，扩大了受众覆
盖面。

金泰苑社区 领略湘湖文化 探究文化保护

秀水社区 举办更年期疾病防治讲座

“全国爱足日”来临 关爱自己始于足下

北干一苑社区 阳光助残进社区

泰和社区 开展心理科普讲座

萧然社区 举办眼科义诊活动

昨天，牛角湾立交上月季花开，花团锦簇，为老城区增添了一分夏花的绚烂。
记者 金澍杰 摄鲜花大道

近日，戴村镇尖山下村利用三改一拆后留下的空
地建了一个停车场，以缓解因村里民宿经济高速发展
而产生的游客停车紧张问题。

记者 唐柯 通讯员 沈镇 任舒婷 摄

拆改地上建停车场
助力民宿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