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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皮”的大爷出院了，4 名护士
送他走出病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奶奶年纪并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患
者突然喊了年轻护士一声妈。

“哪怕疫情再严峻、工作再艰苦，
我们也要保持微笑，因为我们是患者
心中的阳光，拥有帮助他们康复的力
量。”刘莎和刘琳琳说，用坚守的方式
庆祝胜利，用亲人般的关怀去呵护，
这就是来到武汉的目的。

沈阳市公安医院外科门急诊护
士长刘莎、手术室护士刘琳琳两名白
衣天使驰援武汉，在雷神山医院已工
作一个多月，日记记录了她们的日
常。

刘莎日记：“顽皮大爷”出
院 心里别提多高兴

3 月 3 日，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
接班后，我们就迎来了一位出院的患
者，大爷70多岁，走路有点迟缓，住进
雷神山19天来，由发热、喘息到退热、
呼吸通畅直至检测阴性，看着大爷状
态一天天好起来，心里别提多高兴
了。我们小组四个人一起推着大爷
走出病区，陪伴着他等候接他的车

辆，虽然此时没有过多的言语，但是，
所有人的喜悦都无法掩饰，我们在用
坚守的方式庆祝着大爷的出院，在为
每一位患者加油！

这位大爷在病房的时候并不是
一位听话的患者，他时而不吃饭、时
而不睡觉，有时还调皮地跟我们捉迷
藏，躲避输液和抽血，正是因为这个

“老小孩”的顽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我们每一组护士都耐心劝
说他，直到他配合每一项处置。时间
长了，我跟他也熟识了，知道大爷的
所有问题都来自于他高热、呼吸不
畅、行动不便的烦躁。为了缓解他的
病痛，在我值班的时候，我弄来凉凉
的水果，让他能减少因为高热带来的
不适；给他喂饭的时候，我总是习惯
的放慢速度，让他每一口都能细嚼慢
咽；为了缓解他带尿不湿的不适，我
在值班期间都会问他有没有小便，及
时给他更换；看着他咳嗽的难受，我
就从宾馆带了水晶梨，帮他削好，放
在床头柜上，让他吃了以后能缓解咳
嗽。他知道是我，还主动跟我打招
呼，用他特别配合我们工作的方式向
我“致敬”。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盼到大

爷的检测转为阴性了。我希望他能
在我当班的时候出院，让我可以看到
他踏上回家的“旅程”。带着所有和
大爷有关的回忆，送他坐上车，看着
并不晴朗的天空，却似乎感觉到了阳
光的温暖。让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
喜悦，一起祝愿病区里的每位患者都
早日迎来曙光！

刘琳琳日记:奶奶年纪的
患者突然喊护士“妈”

早上，我和往常一样换好隔离服
交班，开始给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进
行护理。

病区里有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的患者，需要更加细心的照料，由于长
期卧床、身体有压疮，需要给她定时翻
身。今天帮这位患者她翻身时，她忽
然抓着我的手喊了一声：“妈……”，我
想她应该是想妈妈了吧，便安慰道：

“别怕，病好了咱就回家，你要加油
啊！”那一瞬间，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她有着跟我奶奶相仿的年纪，却忘记
了自己已经老迈，还像孩子一样喊着
妈妈，我愿给她精神上的母爱来安慰
她，只盼望她能快快好起来。

巡视病房的时候，一位患者说他
感觉自己见好了，我也跟着高兴，笑
着说：“这是一定的，不过还是要好好
休息，才能战胜病魔！”患者也笑着说:

“有你们在，我信心十足，哈哈，太感
谢你们了！你们辛苦了！”看见患者
好转，我们也是打心眼里高兴，一切
的付出和辛苦都是值得的。

忙忙碌碌的 6 个小时过去了，想
到那位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想到那
些出院的患者，内心升腾起自豪的感
觉。工作再艰苦，我们也要保持微
笑，因为我们是患者心中的阳光，拥
有帮助他们康复的力量。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董丽娜报
道“在网上买的护扶品，没有原包
装，条码也被刮，用后感觉与原来购
买的产品有异，因为已经开瓶卖家不
给退货，而平台也表示只有鉴定出是
假货才可以帮助维权。这种情况，我
该怎么办？”3月 12日，沈阳消费者崔
女士就网购刮码产品的维权问题致
电本报。

记者调查发现，有类似遭遇的消
费者大有人在，所购产品不仅有洗化
用品、服装饰品，保健食品，还有电子
产品、手表等。有的消费者称因为条
码被刮，无从验明真假，有的则表示
应是假的，却维权无门。

那么刮码商品是否靠谱，有多大
风险？对此，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
消协部门相关人员。据介绍，有没有

商品编码是区分正品与仿品的重要
依据。不管是防伪码还是物流码，都
利于生产企业监督产品渠道和批次
质量以及信息反馈，使得产品可追
溯，也能够更好保证产品质量和售后
服务。商品编码属于标签内容的一
部分，不容随意涂改，其涂改编码的
行为涉嫌违法。刮码产品因为没有
任何质量保障，经常会给消费者带来

经济损失甚至是人身伤害，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

“不管是从网上还是在实体店购
买的刮码产品，因为产品来源不明，
很容易存在安全、卫生等诸多问题。”
安利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因
为编码丢失，生产企业或销售企业均
无法对这类产品承担产品质量责
任。”据透露，日前，部分网店因为销

售刮码产品被安利公司起诉。法院
认定了刮码行为和刮码产品的违法
性和危害性，一家名为“中国上海直
销店”的店铺被判令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并赔偿70万元。

对此，本报提醒广大消费者，一定
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享受正品保
障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切莫贪图便宜，
谨防不法渠道刮码产品及假货侵害。

“手机植树”近年来蔚然成风，3
月 12 日植树节，蚂蚁森林的最新数
据显示，四成中国人用手机种树，蚂
蚁森林用户达到 5.5亿，累积碳减排
1100 万吨，至今已种下 1.22 亿棵真
树，种植面积达168万亩。

“云种树”的兴起，带动了更多
年轻人参与的热情，“粉丝群体”正

在从“大学生”发展到“小学生”。目
前已有超过2500万在校大学生在蚂
蚁森林里种树，全国28个省的300多
所高校拥有自己的高校公益林。

在辽宁，种植公益林总浇水量
最多的是沈阳药科大学，“已浇水”
10.19吨。

此外，钉钉上还活跃着近400万

个“合种群”，小学生们的“班级树”
最爱选种侧柏、油松和樟子松。

支付宝已宣布，从今年开始，每
年3月12日“植树节”至3月21日“世
界森林日”的10天为“蚂蚁森林互联
网植树节”，并在此期间号召全民通
过低碳行为积攒绿色能量，在手机
上集中为主题林、公益林、班级树、

家庭树等各种虚拟树“浇水”，之后
蚂蚁森林将在合适的时间，以参与
者的名义种下对应能量的真树。

互联网植树节，不仅在这个情
况特殊的春天坚持了“种树”这件事
儿，更是对“植树节”传统形式的创
新。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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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沈阳市华易伤害预防
公益基金会联合东软生活惠空间平
台，为沈阳市 3 到 8 岁儿童免费发放
一 次 性 口 罩（每 人 可 免 费 领 取 四
只）。请关注华易基金会官方微信订
阅号或“生活惠空间”微信平台（服务
号）进行线上预约，在全市成大方圆
连锁药房门店凭预约信息免费领
取。本次活动口罩为沈阳市浩宁商
贸有限公司爱心捐赠。

“顽皮”的大爷经她们细心照料康复了
驰援日记群英谱

大爷出院了，刘莎和白衣天使们将大爷推出病区。 警方供图

“云种树”总浇水量省内第一的是沈阳药科大学
9000只儿童口罩
限量免费领取

沈阳消费者网购刮码货遭遇维权难
本报提示：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谨防刮码产品侵害

沈北新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十项工程

沈北新区投入8亿元建设24条路网
新建路网、提升绿化、整治排水、

交通智能系统化建设……今年，沈阳
市沈北新区在推进高质量发展方面
将进行系统谋篇布局，特别是在推进
基础建设方面将有“大动作”。

昨日，记者从“2020 年沈北新区
高质量发展媒体见面会”上获悉，全
区将重点推进老百姓关心的十项民
生工程，整个沈北城区将会迎来“看
得见”的变化，路网、电网、城市排涝
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方万斌在

会上表示，2020年沈北新区要动员一
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坚定一切可以坚
定的信心，发挥一切可以发挥的优
势，全力以赴、心无旁骛地推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推进路网工程方面，沈北新区
今年安排资金 8 亿元建设 24 条路
网。安排资金 3.1 亿元，包括天乾湖
桥、御湾街、蒲茂路、蒲田北一路、蒲
南路人行道、烟郝线公路中修等25项
工程。

在推进电网建设工程方面，将安

排资金1.4亿元，包括路灯外电、吾悦
广场双回路等7项工程。

安排资金8560万元，推进城市排
涝工程，其中包括道义大街蒲昌路以
东积水点、道义三街正良四路积水
点、蒲河路盛京大街积水点、大望街
蒲河路积水点整治工程等4个点位整
治工程。

推进引辽入蒲工程，安排资金
2300 万元，启动“引辽入蒲”工程建
设，确保4月底前竣工通水。

推进绿化提升工程，安排资金

5500 万元，包括辉山地区街路绿化、
道义地区街路绿化、新城子地区街路
绿化、清水台街路绿化等10项工程。

推进背街小巷整治工程，积极推
进背街小巷的专项整治工作，加大对
市政施设的管护力度，严厉打击占道
经营、侵绿毁绿等行为。

推进交通拥堵整治工程，安排资
金 1.3 亿元，包括智能系统化设施建
设、市政道路交管设施、标志护栏及
其他警示设施等10项工程。

推进污染防治工程，安排资金

1.8亿元，包括蒲河河道清淤、长河综
合治理、河道封育围栏、铬渣山管控
等11项工程。

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安排资
金0.9亿元，包括道义雨污分流工程、
虎石台雨污分流工程、怒江北至道义
应急调配管线建设等3项工程。

推进铬污染管控治理工程，到
2020年底，必保完成新城子化工厂铬
污染土壤管控治理工作。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