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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通讯
员竺君斐 奉化记者站严世君）
放暑假了，但奉化区实验小学走
书队的孩子们依旧抓紧在家练
习。“家长们把孩子唱念做的小
视频发到朋友圈，还挺有模有
样。”校长郭昶欣慰地说。

今年年初，奉化区文化馆计
划为50多岁的宁波走书传承人朱
玉兰老师找几个小徒弟，便联系
了该校。原本担心这门以方言表
演的本土艺术不够“洋气”，没
想到家长和孩子都很支持。“越
来越多的孩子说不好方言，而走

书不仅可教会他们地道宁波话，
还能让他们学到乡风民俗和乐理
知识。”郭昶说，走书队成立才3
个月，就在宁波市教育系统艺术
节上荣获戏曲类节目二等奖。

孩子们有了素质教育的“第
二课堂”，非遗项目则注入了新
鲜血液，这样的双赢模式很受
欢迎。奉化区教育局普教科负
责人介绍，搭上我省义务教育
课程改革的“顺风车”，区非遗
保护中心与各校制定联合培养
计划，非遗项目已在全区 10 所
中小学牢牢扎根，“一校一品”

各有特色。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奉化布

龙最受学生喜爱，在奉化高级中
学、奉化技工学校、尚田镇中心小
学、裘村镇中心小学和松岙镇中心
小学均设有传承基地。上月，奉
化高级中学舞龙队还登上了央视

《星光大道》 栏目的大舞台。舞得
活、舞得圆、神态真、套路多、
速度快，获得如雷掌声。“制作布
龙可培养严谨细心的好习惯，舞
龙能强身健体，还有助于增强团
队意识。”奉化高级中学副校长王
庆阳说，奉化布龙是该校每周一节

的选修课，也是省级精品课程，不
仅吸引学生人人参与制龙，还培养
出一批被高校破格录取的体育特长
生。

近 10 年间，在萧王庙街道中
心小学的奉化吹打传承基地培养
了 160 多名学员，不仅熟习划船
锣鼓》《将军得胜令》 等传统曲
目，还能演奏极富地域特色的新
曲 《欢乐的桃花节》。今年，国家
级非遗项目“布袋和尚传说”将
在龙津实验学校设立传承基地，
将“和乐”精神以传说故事的形
式广泛传播。

素质教育和技艺传承“双赢”

奉化学生娃拥抱非遗项目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
郁诗怡）“不知道今年的暑假
班，我们会有些什么有意思的课
程！”这是四川孩子梁永卓的假
期期盼。这些年来，在工会的
着力推动下，每逢暑假，梁永
卓总会享受到“跟着爸妈去上
班”的“待遇”。记者了解到，
为了解决许多“娃娃兵团”无
处托管的现状，我市各级工会
正努力开展和指导企业组建暑托

班、员工子女夏令营等，破题
“夏日烦恼”。

在江北区赛克思液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内，暑托班已经
开到了第 7 个年头，从作业辅
导到武术、游泳、国学等课外
课程，以及老师带队游览博物
馆、科技馆，企业工会组织开
展的暑托班已经成了孩子们的
暑期乐园。

而在宁波茂宁制衣有限公

司，在企业工会的努力下，企业将
职工子女的范围更是扩展到了全
年，周末没人带的时候，孩子们就
可以来到企业，参加“周末托管
班”，由工会委员会的成员们轮流
当托管老师，带领孩子们做作业、
玩游戏、阅读。

在杭州湾新区，当地工会更是
专门发文，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
据企业实际情况，为本企业职工子
女开展暑期活动，对于成功开班的

基层工会，当地总工会将给予最高
2万元的经费补助。同时，对于一
些单独组织活动条件不成熟的企
业，当地总工会则通过联合当地相
关培训机构，以公益价格提供职工
子女暑期活动平台。

在我市中心城区的一些商业
楼宇内，一些楼宇工会也正积极
组织暑期托管服务，为在楼宇商
圈内上班的职工子女打造“温馨
小家”。

工会暑托班为孩子打造快乐假期

本报记者 黄合 通讯员 柳翼

【名片】
李本俊，1976 年 5 月出生，

省政协委员，香港宁波同乡会会
长，声宝-乐声 （香港） 有限公
司主席。

【故事】
在香港，有个跨越半个世纪

的爱国爱港爱乡社团，甬港交流
中，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在文
化教育方面，都影响深远。今
年，这个名为“香港宁波同乡
会”的社团，在香港回归 20 周
年之际，也迎来了自己 50 周年
的生日。

“在我看来，‘宁波帮’精神
的核心，就是爱国爱乡，始终牢
记自己的根在宁波。”作为第三
代“宁波帮”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本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言
语间满满是赤诚之心和爱国情
怀。

虽说生于新加坡，并且长期
在国外求学，但李本俊从来没有
忘记老一辈的教诲。他跟着爷
爷、著名香港“宁波帮”人士李
达三，多次返乡助学帮困，一次
次慷慨解囊、回馈桑梓，为祖国
为家乡做了不少慈善。

“爷爷虽然已经 96岁了，但
是一听到国歌，一定要站起来跟
着唱。这个情景，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李本俊说，老一辈

“宁波帮”身上，有很多珍贵的
品质，无论是创业阶段的坚韧执
着，还是赚钱之后的心系家乡、
回馈社会，都特别值得新“宁波
帮”人士好好学习。

家乡，不仅是祖籍，也是根
之所系。但对于第三、第四代宁
波籍人士来说，“宁波”两个

字，似乎有那么点距离感。
李 本 俊 说 ， 自 己 30 岁 的 时

候，第一次踏足宁波，也刷新了自
己过去的认知。“没来宁波的时
候，一直以为所谓的家乡，应该是
落后的农村；没想到亲眼见过以
后，才知道家乡已经成为一个非常
繁荣的城市，在不少方面做得很出
色。”

“要传承‘宁波帮’精神，关
键得让年轻人多到家乡走走，为家
乡的迅猛发展而自豪。”近年来，
李本俊所在的香港宁波同乡会，正
在努力让香港的年轻人了解宁波文
化，增强对宁波的兴趣，从而认可
自己“宁波人”的身份。

和 宁 波 旅 游 局 联 合 出 版 的
《爱上宁波的 50 个理由》，介绍的
是宁波 50 个不同景点的“吃喝玩
乐”；制作二、三分钟的短片，用
简单方法教年轻人学做醉鸡、宁
波汤圆等宁波菜；暑假定期组织
活动让香港学生来宁波进行游学
交流……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吃喝玩
乐’很感兴趣，我们也希望从旅游
入手，让年轻人愿意来了解宁波，
愿意将途中的照片在互联网上分
享，愿意继续建立纽带相互交流合
作发展。”李本俊说。

拉近心灵的距离，这才是第一
步。李本俊也谈到，这几年国内迅
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希望建
立更为多元更为深入的交流。“全
世界都在说‘一带一路’，而其中
中国是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可以
说，放眼世界，发展投资的机会，
最多的也是在国内，宁波和香港的
交流合作，未来可期。”

从过去老一辈单向的助学扶
贫，到如今双向的交流合作；从过
去向香港求取社会发展的先进经
验，到如今相互学习共同探索，李
本俊说，自己见证了两地间交流合
作的不断加强，也看到了祖国和家
乡发展的日新月异，“我们不仅是
香港人，也是宁波人，我们的根在
这里。”

“我们不仅是香港人，也是宁波人”

本报讯 （记者黄程 通讯
员王涛 沈旦） 日前，孔浦云创
青年小镇“两新”组织党员齐聚
一堂，召开街区首次青年党建联
席会，探讨服务街区助力小镇升
级的新思路。据了解，这是江北
区“两新”党组织首批 11 个两
新工委的“直管点”之一。

作 为 新 经 济 组 织 聚 合 地 ，
尤其是商业、产业复合型特色
小镇，云创青年小镇人员流动
性大，原来的党建底子薄，党
建工作需要多元化和特色化，
而一切工作的前提就是掌握党
员信息。“为此，我们采取了全
面走访商户，召开小镇商户会
议，向其亲属朋友和原工作学
习单位多方打听等多种方式，
全面排查党员身份，做好党员
信息登记。”街区众创空间党小
组负责人说。

据了解，在筹建期间，云创
青年党支部便开始探索建立党建
联席会议制度，打造党员核心阵
地，服务街区发展。目前，由云
创青年党总支成员和各党支部成

员、商户代表、上级党组织联络员
和社区党组织负责人等共同组成小
镇党建联席会，制定了定期会商、
专人负责、集体讨论、临时召集等
会议制度，以事聚力，发挥党员商
户和创业者议事办事的积极性，服
务小镇发展建设。

公益是凝聚青年党员和服务街
区的阵地，以“微积分”爱心公益
为主线，街区创建了党员爱心联
盟。记者了解到，“微积分”爱心
公益联盟由云创青年党支部发起倡
议成立，由云创青年小镇的爱心企
业、爱心商户、爱心社团等爱心团
体组成。通过微阅读、微心愿、爱
心助学、爱心义卖、志愿服务等形
式积聚爱心，爱心联盟向社会传递
小镇爱心，形成青年小镇独有的青
年“微积分”爱心公益服务体系，
建设有温度的爱心小镇。

此外，小镇抓住小镇创业特
性，服务青年创业工作，开展了系
列“党建+创业”活动，如牛油果
论坛、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商业品
牌孵化等活动，并开展商户品牌提
升计划，助力小镇转型升级。

创业青年党员
助力云创小镇升级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海曙
记者站毛一波 通讯员江丽珍）
节能互动书、3D 打印机……烧
开水怎样节能又省钱？近日，刚
开馆的海曙区西门街道北郊社区
的科普馆迎来了一批批正在放暑
假的小朋友，小朋友从中学到了
一系列节能节水新方法。据悉，
这是海曙区首家社区层面的节能
节水科普馆。

记者看到，节水节能科普馆
分为互动区和展览区，旨在从普
及节能节水环保、食品药品安全
相关知识入手，将科普教育工作
与居民科普生活需求紧密结合，
以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为居民更
好地普及节能知识。

在活动现场，许多小朋友通
过亲手体验手摇发电器来感受电
能源的来之不易，了解每一度电

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同时现场还进
行了“小小护河员动员会”，在这
个暑假，小朋友们将通过清理河道
旁垃圾、向居民发放五水共治宣传
册等方式，为剿灭劣V类水献出自
己的力量，让自己的暑期生活更有
意义。

“都说水很重要，参观后我有
了更直观的认识，以后一定要在家
里节约用水。”带孩子来参观体验
的家长庄女士如是说。

据悉，北郊社区曾获得全国绿色
社区创建活动（第一批）先进社区等
荣誉称号，该社区党委书记王利平介
绍：“社区一直争创‘绿色环保、节能
减排’低碳社区，我们希望把节能节
水科普馆打造成集学教、展示、实践、
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新型科普馆，让居
民在这里纳凉、休闲的同时，增加节
能节水知识，助力五水共治。”

海曙区首家
社区节能节水科普馆开馆

7月 13日上午，宁波站区域
党群服务中心内一片欢声笑语。
来自宁波站区域的 30 余名小候
鸟以及南门街道团委的 10 余名
志愿者欢聚一堂，共绘“我心中
的英雄、党和祖国”，开启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红色之旅。

据悉，宁波站区域“小候
鸟”暑期系列活动共分四期举
行，接下来，宁波站区域还将围
绕红色主题，开展放映红色电
影、唱响红色之歌等系列活动，
传承红色精神、培养爱国情怀，
让红色之光照亮孩子们的星空。
此外，在闭幕式上还会有企业家
等爱心人士认领“微心愿”，帮
助小候鸟们同享心愿、共圆梦
想。

（刘波 牛虹懿 摄）

昨天，宁波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频道邀请鄞州东胜街道泰和社区
的“小候鸟”走进录播厅，当了一回“小主播”，感受无线电波的魅
力。 （丁安 胡宇鹰 摄）

昨天上午，在鄞州区繁裕社区活动室，来自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的志
愿者现在指导小朋友制作熊猫面塑。当天，该学院与社区联合开展“传
古训、承匠心”主题活动，通过面塑制作、观看“非遗短片”等方式，
激发青少年对传统非遗文化的兴趣。 （徐能 董惠娜 摄）

为纪念抗战英雄，弘扬爱国精神，昨天上午，北仑浃江知行社组
织戚家山街道、小港街道的志愿者、退休老兵、武警战士和中小学
生，来到七一七戚家山抗日胜利纪念碑前，开展缅怀抗日先烈的纪念
活动。图为退伍老兵在为纪念碑描上红色新漆，小朋友在擦拭纪念
碑。 （通讯员 洪波 记者 厉晓杭 摄）

暑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