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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施寒潇）“当家人”项海霞、

“天使女儿”陈君艳、“首席工人
徐彩玲”……这些宁波各大医疗
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有另一个身
份叫“志愿者”，他们用业余时间
创办了市健康家园公益服务中
心，践行“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者精神，锻造城市
文明之魂。

这只是我市志愿者“大军”
中极其微小的一支“队伍”。据市
志愿者协会统计，我市目前有注
册志愿者 94万人，注册的专业志
愿者近 2000人，新增注册志愿服
务组织 1838个，最高单日注册志
愿者数量 3188人。随之，市、区
县 （市）、乡镇（街道）、社区（村）
四级志愿者协会体系和相对应的
四级工作阵地也相继形成，呈现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格局，志愿服
务的专业化、岗位化、制度化、社会
化程度持续提升。

志愿者精神作为城市精神的
一部分，蕴含了中华民族助人为
乐、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持久
引领一种城市文明风尚。春运来
了，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穿
行在各大交通枢纽如潮的返乡人

流中回答各种问题；春节来了，
身穿“青春街车”背心的志愿者
在凌晨的火车站引路；3月5日学
雷锋日前后，大街小巷处处可见

“雷锋”的身影……
现如今，志愿者已成为我市

各项大活动的志愿服务保障力
量，向国内外来宾展示宁波爱心
城市风采。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
期间，我市各级团组织成立了
1500 余支平安志愿服务队，广泛
参与到治安巡防、矛盾化解、重
点人群管控、安全隐患排查等工
作中。去年以来，全市累计组织
志 愿 者 5000 余 人 次 ， 活 跃 在
APEC 城镇化高层论坛、宁波国
际马拉松赛、中日韩青少年运动
会、中东欧博览会、消博会、浙
洽会、文博会等大活动现场，努
力打造赛会志愿服务的靓丽名片。

志愿服务紧紧围绕党政中心
工作，广大志愿者全面参与“治水”

“剿劣”等行动。今年 3 月，我市吹
响“剿灭劣Ⅴ类水”决战决胜的冲
锋号后，全市各级团组织紧急招募
10 万名青少年志愿者担任“河小
二”， 组成“河小二”青年突击营、

“河小二”青年突击队、“红领巾”宣
传先锋队，协助河长助理进行治水
护水志愿者集中巡河活动。

“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红马甲’活跃在甬城的大街小
巷，为‘名城名都’建设贡献青
春力量。”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信心
满满地说。

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94万志愿者
锻造城市文明之魂本报记者 陈青

通讯员 刘燕 李贤慧

芳菲四月，繁美丰盛。迎着轻
柔的春风，2017 年 4 月 23 日——
第 22 个 “ 世 界 读 书 日 ” 悄 然 而
至。“领读者——图书馆之夜”、阅
读马拉松、春日捉书虫、VR 体
验、文化沙龙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读书活动在市图书馆、天一阁、新
华书店等地举办，书香甬城再次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图书馆之夜来了一群
“领读者”

央视 《朗读者》 栏目开播以
来，唤起了人们对文学的渴望和阅
读的激情。目前，朗读正在成为推
动全民阅读的力量。市图书馆“领
读者”——4·23 世界读书日图书
馆之夜昨晚举行，一群来自社会各
界的“领读者”以最简单的表达方
式，与大家分享内心深处感动自己
的声音。

“一个私家旅馆。那里面有一
只狗。黑夜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
首先听到狗的叫声。那只狗被拴在
楼梯下面。我从外面往里看，很黑，
根本就看不到那狗……”集作家、诗
人、水墨画家于一身的马叙，前天刚
在市图书馆做了《装一朵云玩——
漫谈文人画》的讲座，昨晚又登台朗
读了他的散文《在淮阴》。

《阿拉讲大道》 主持人王阿姨
领着小朋友，以宁波童谣 《囡囡
宝》《摇橹摆》《斗斗虫虫飞》等引
来满堂喝彩。宁波电台十佳主持人

凌可、作家午歌、宁波市作家协会
诗歌创委会主任刘建民，以及通
过报名甄选出来的“领读者”代
表等，共同传递阅读的力量，这
是一个书香浓郁而又温情满满的
夜晚。

据介绍，市图书馆当天还在江
北老外滩设立领读车，并在香樟树
书店等场所开展领读者活动。此
后，还将携手天一青年读书会、天
天文化志愿者等等宁波阅读联盟成
员、社会团体在社区、乡村文化礼
堂、地铁上举办领读者活动，让书
香之城感受经典阅读的魅力。

在天一阁“一起捉书虫”

古籍保护不仅是世界读书日的

一项重要活动，也是中国传承和保
护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昨日，天
一阁博物馆在状元厅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春天里,我们一起捉书
虫”体验活动，30 多位抓书虫能
手玩得不亦乐乎。

该馆从事纸质文物科技保护的
曹明博士以活泼生动的多媒体报
告，介绍了古籍害虫的种类、破坏
性、生存环境以及害虫一生各个阶
段对古籍的影响。随后，现场问答
互动气氛踊跃，“为什么古籍能作
为害虫的食物”“为什么现代A4打
印纸不易生虫，而古纸容易生虫”

“为什么恒温恒湿的库房环境不能
控制害虫的生长”等问题让大家
兴味盎然。捉书虫游戏现场人声鼎
沸，最终技高一筹的 10 位捉虫能

手脱颖而出，获得了嘉奖。
陪同前来参加活动的一名家长

认为，珍贵的古籍能够辗转千年得
以保存，凝聚了无数爱书人的心
血。“希望这样的活动不只是在世
界读书日举办，应该向更多的人展
示传统文化与科学结合的乐趣与魅
力。”

宁波书城设立“朗读亭”

4·23 世界读书日，宁波市新
华书店在所属各门店也举行了多项
活 动 。 365 朗 读 者 计 划 、 春 天

“诵”你一首诗等活动人气满满，
连续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
得主曲玮玮带着《今天以后，人生
无数可能》举行了读者见面会。

而在宁波书城店一楼大厅，红
色的“城市朗读亭”格外引人注
目。朗读亭看起来就像传统电话
亭，里面设置有麦克风、摄录机、
简易录音设备等，每位朗读者可读
5分钟以内的内容。昨前两日，参
与活动的读者一拨又一拨。

此外，我市各区县 （市） 图书
馆也同步推出阅读马拉松比赛、图
书馆之夜等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全市联动共续书香。宁波枫林晚书
店在鼓楼举办了以“汲古迎新——
从一本‘书’发现传统文化之美”
系列活动。

另外，“你选我买”阅读服务
活动自去年4月23日在新华书店宁
波书城店推出后，得到广大读者的
支持。今年 4·23世界读书日，市
图书馆“你选我买”新推借阅地点
——药行街“天一书房”。

世界读书日：千年文脉 满城书香

图为宁波电视台 《阿拉讲大道》 主持人王坚(王阿姨)在“领读者——
图书馆之夜”上朗诵宁波童谣《囡囡宝》。 （周建平 摄）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海曙
记者站张黎升 朱尹莹） 昨天是

“世界读书日”，在永丰库遗址和
楼城墙下广场，海曙区委宣传部
主办的城市“萤火虫换书大会”
和真人图书馆“开卷 8 分钟”分
享大会如期举行，吸引了众多爱
书的市民，也开启了 2017“书香
海曙”全民阅读季。

城市“萤火虫换书大会”已
是第四届，今年别出心裁地推出
了“盲选”活动，吸引了千余名
市民慕名前来。来自宁海的周医
生将和朋友的聚会约在了活动现
场，她认为，“萤火虫换书大会”
很好地推动着宁波城市文化氛围。

在当晚的真人图书馆“开卷
8分钟”分享大会上，8位读书人
分享了自己的读书体会。月湖诗
社社长李皓开办了 《皓哥读书》
节目，致力于传承宁波十里红妆
文化品牌；宁波吟诵学会会长马
颖会开设公益班，希望用吟诵的
方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宁
波长者生活网络服务公司创始人
朱以奇 2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阅
读至少 1 小时，创立“扶一把”
公益行动……

据悉，2017“书香海曙”全
民阅读季以“我读书、我快乐、
我智慧”为主题，将开展 20多项
阅读活动。

2017“书香海曙”
全民阅读季启动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许
济涛 江北记者站顾筠） 江北区
20 日举行首期“阅在一起·悦读
的力量”主题活动。据悉，该区今
后将面向全体机关干部，定期开展
主题分享会，通过主题演讲、感悟
分享、好书推荐、图书漂流等多种
形式，引入优质导师对机关干部的
综合表达能力、持续学习能力以及
个人知识结构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辅
导。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人带来
自己心中的“好书”，并积极推
荐，分享感悟，与点评嘉宾、台下
听众开展互动，气氛热烈。参加此
次活动的50余位干部大多来自江北

区基层一线，有正在全力攻坚、投
身剿劣治水的城管干部，也有严把
民生安全、维护市场健康的市场监
管干部，更有长期走村入户、联系
基层的街道干部。

“推进‘阅在一起’读书活
动，希望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传递
爱心的读书活动中来。”主办方江
北区干部教育培训中心的负责人
介绍，这次主题分享会也是江北
区在干部教育上的一项创新和探
索，打破了传统授课形式，让广
大干部走上讲台展现自身风采，
以 互 动 交 流 的 形 式 传 递 持 续 学
习、持续提升、持续进步的好作
风、好习惯。

“阅在一起”
引领江北干部教育新风尚

市教育系统
第五届读书节启幕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柯艳艳） 昨天，市教育系统第
五届读书节启幕。《中国诗词大
会》《呦呦有蒿》《成功动机与目
标》和《等一朵花开》分别成为
本届读书节上大中小学师生们的
共读书目。

“今年大学园区图书馆新推出
‘网上选书 快递到家’服务项目，
孩子们在网上就能直接选书，图书
馆来买单。”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
有关负责人陈志军在接受采访时
说，“活动将于暑期开始。”除了网
上选书活动，全市师生凭宁波大学
园区图书馆师生读者卡，可继续参
与“你选书、我买单”活动。

据悉，本届读书节以“书香
浸润心田，悦读伴我成长”为主
题，推出了阅读经典、阅读分
享、阅读共享、阅读筑梦、阅读
成长等五大版块共 24 项活动。
活动将持续到10月。

本报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柯艳艳

“10 岁之前是孩子成长的关键
时期，在那时候建立起良好的阅读
习惯是关键中的关键！”昨天是世
界读书日，63 岁的“童话大王”
郑渊洁做客 《宁波教育大讲堂》
2017 年第二期讲座，在文化广场
大剧院与上千名现场观众分享他的

“阅读改变人生”。

郑渊洁是一个人写一本杂志
32 年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这本杂
志名为 《童话大王》。他笔下的文
学形象皮皮鲁、鲁西西、罗克、舒
克和贝塔影响了中国三代孩子的成
长。

“我是半个浙江人，我母亲是
绍兴人，外祖父家世代行医，是当
地非常有名望的中医。今天我来到
家乡作主场演讲，所以我要多爆
料，爆猛料！”郑渊洁风趣的话语

一下子拉近了与台下观众的距离，
赢来掌声阵阵。他还自曝女儿在本
月被美国 6所名牌大学录取，儿子
从事出版行业也非常成功。

郑渊洁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是一所军校的哲学教员，可父
亲只上过 3 年私塾。从他记事儿
起，就看到父亲靠在小炕桌上看
书、写字、备课。从小他就热爱读
书、写字。就这样，在父亲的潜移
默化下，他爱上了阅读。小学二年

级的作文课上，老师要求写一篇
“我长大了做什么”的作文。郑渊
洁别出心裁地写了一篇《我长大了
掏大粪》。老师把它推荐到校刊上
发表了。自此，郑渊洁就觉得自己
作文写得最好。“正是这样的错
觉，才让我现在以作家的身份站在
这里！”郑渊洁说，渴望被欣赏是
人性深处最本质的东西，家长和老
师们请不吝你们的赞美吧！

谈到写作，他说有两大窍门：一
是别人怎么写，你就别这样写；二是
怎么说话，就怎么写。

“我家 3 岁的小孙女如果在，
全家人都不会看手机。若有重要信
息，就躲到卫生间里偷偷地看。”
他呼吁，家长们，在跟孩子相处
时，请放下手机，一起阅读吧！

10岁前建立阅读习惯是关键
郑渊洁与甬城读者分享“阅读改变人生”

昨天，“世界读书日，世遗它山行”走进鄞江镇活动在它山堰上举行启动仪
式，150多位市民参加了“世界读书日”朗读者活动。 （周建平 黄潮洋 摄）阅读世遗

昨天，海曙区西门街道胜丰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及社工开展“美化
家园”志愿活动。30 多名志愿者带着除草机、锄头、镰刀等工具，分
别对钱南、胜丰东苑等4个小区道路周边的杂草、枯木根、临时堆放的
垃圾进行集中清理，让家园变得更加洁净美好。

（徐文杰 张黎升 摄）

党员志愿者 假日洁家园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楼立明 王茜） 今年我市国有
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近日出炉，供
应计划总量为 6.76 万亩，比 2016
年实际供应量 （5.22 万亩） 增加
29.50%。

今年我市合理增加商品住宅
用地，供 应 量 同 比 大 幅 增 加 。
2017 年计划供应商品住宅用地
11776 亩，比 2016 年实际供地量
增加 31.74%；比前 5 年平均供地
量 增 加 78.33%。 其 中 市 区 计 划
供应量 8766 亩，比 2016 年实际
供地量增加 35.6%。相关部门将
根 据 商 品 住 房 库 存 消 化 周 期，
合理把握住宅用地供应规模、结
构和时序，确保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
同时，我市严格控制商服用

地出让，促进库存去化。对商服
用地，考虑到招商引资和促进旅
游、养老、文化等产业发展需
要，有意向地块均已纳入今年的
供地计划，但在土地出让时遵循
以下原则：商务金融、住宿餐饮
和大型超市、城市综合体等经营
性用地供应前，必须开展区域用
地需求评估；对旅游、文体娱
乐、养老、医疗、教育等特色产
业的其他商服用地应保尽保；可
售商业办公库存去化期限超过 24
个月的区县 （市），应减少商业办
公供地规模，超过 36个月的应暂
停出让商业办公用地。

今年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出炉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刘淑芬） 昨天，宁波高校首家
智慧青年研究院在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成立。

智慧青年研究院由该校计算
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发起，以“助
力智慧产城、建设智慧校园、培
育智慧青年”为理念，以服务青
年学生成长成才为目标，以“爱
智、传智、用智”为思路，以高
校师生、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全

面参与的智慧教育与研究为主要
内容，不断提升青年大学生在智
慧传播、智慧应用及智慧转化方
面的能力和社会服务意识。目
前，智慧青年研究院已形成“数
聚青年”文化宣传平台和“青年
科技行”“智慧青年”名片等服务
团队，接下来将在大数据分析和
挖掘、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大
学生学科竞赛、高校青年智慧论
坛等方面提供支撑。

宁波高校首家
智慧青年研究院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