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割稻、筛稻、挖菜、田间寻
宝……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很
少有机会感受这些活动带来的快
乐。正值秋高气爽的时节，田野
里是一派金灿灿的景象，处处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为了让孩子体
验一回当农夫的乐趣，给他们童
年留个美好又难忘的记忆，11月 5
日，本报联合余姚姚江农场、熊
猫游趣俱乐部特推出“姚江稻米
文化”学农亲子游活动，一起带
娃来参加吧！

向往回归自然，向往清新空气
……对于一直生活在都市的家长来
说，一到闲暇时间，就想着带孩子
寻找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安静之
处，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一起
感受田园生活的美好。在知识信息
爆炸增长的年代，孩子或许越来越
聪慧，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多，但
是他们却也失去了许多的体验和实
践的机会，捧起的是各种电子产
品。因此，与其怕他们在家捧着电

子产品玩游戏影响视力，不如多带
他去户外感受一番。

眼下，正是金秋时节。撇去夏
日的燥热骄阳，大地吹来舒爽微凉
的风，夹带着成熟稻谷的香气。如
此秋高气爽的日子，正适合带着孩
子们走出城市，踏入自然，在田间
地头，寻找日常之外的收获。比如
和孩子们一起看姚西平原百年稻米
文化，参观现代农业运作流程，看
金秋时节姚江两岸稻浪滚滚，看大
江流淌清秀自然风光；零距离地接
触生活中平凡无奇的白米背后的故
事；感受姚江稻米文化在现代科技
中的传承，品味不一样的姚江稻米
美食；在有趣的游戏活动中，发现
稻米更多好玩之处；了解姚江农业
传统，学习如何参与农事，知晓稻
谷加工流程。

孩子是否拥有辨识各类粮食种
类的能力？孩子的团队合作能力强
吗？只要一堆稻谷，我们就可以带
给孩子们充实的一天。据了解，稻

禾全身都是宝，除了稻米可以加工
成食品，秸秆、稻穗还可以制成手
工艺品。在带着孩子开心玩耍之
余，不妨回顾一下，孩子都收获了
什么。姚江农场立足姚西粮仓，有

着千里平原的水乡稻米文化底蕴，
秉持传统农业思想与先进农业技术
相结合的理念。在这里，可以让孩
子直接体会劳动的辛勤，享受收获
的成就与喜悦。 （王颖）

带孩子感受秋日美好

“姚江稻米文化”学农亲子游等您来参加

活动时间：11月5日
报名电话：18968301734
活动价格：168元/人(大小同价） 自驾：128元/人（大小同价）
集合地点：海曙区农工商超市

（参与此次活动的家庭每户可免费获赠2斤稻米）
拟定活动流程表
8:00 集合出发
9:30—10:30 参观农机博物馆，了解稻米文化
10:30—10:50 稻谷收割实践
10:50——11:30 农事体验见学

（扇谷、脱壳、做爆米花）
11:30—12:30 米文化田园午餐
12:30—13:00 自由休息时间
13:00——13:30 粮种辨识比赛
13:35——14:15 运粮接力比赛
14:15——14:45 沙坑挖宝比赛
14:50 评比授奖，合影留念，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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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早日了解中西方教育模式的
差别吗？想为孩子做好出国留学规
划吗？随着留学越来越大众化，越来
越多的家长开始关注国际高中课
程，早早地为孩子留学做准备。11
月 18日，来宁波东港喜来登酒店参
加2017秋季国际教育展吧！

本次展会由宁波日报、中国宁
波网、甬派 APP 联合推出，这也是
继 3 月春季展后，下半年宁波又一
大教育展会。在今年 3 月的春季教
育展上，知名国际高中的老师带来
了精彩讲座，甬城知名留学机构一
站式服务咨询，让甬城家长和学子
们获益非浅。本届展会将在沿袭 3
月展会的模式上，新增几大看点。

看点一：
沪甬国际高中名师云集

据了解，上海有不少优质的国
际高中，这些学校不仅吸引了本地
的学子，也吸引着宁波的学子们。有
不少宁波的家长还专程跑到上海咨
询招生事宜。因此，为了让这些家长
在家门口就能了解这些学校的招生

动态，本报邀请了不少优质国际高
中，比如上海市民办文绮中学——
美国蓝带汇点实验班、上实剑桥浦
东校区、上海实验等学校。这些学校
将联合宁波的国际高中，比如镇海
剑桥、宁波效实中学 IP 部、宁波外
国语学校、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宁波
滨海国际合作学校，甬沪两地的国
际高中招生官将与家长面对面交流
招生动态。

此外，展会上，各大国际高中校
长、升学指导老师分享专题讲座，为
宁波学子面对面解疑答惑；宁波知
名留学和培训机构资深学习规划老
师剖析国际高中备考法则，解决出
国留学咨询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
不全面的难题。

看点二：
设立上海国际高中优

选面试区

为增强宁波家长和学生参与
展会的积极性，展会现场设立上海
国际高中优选面试区，上海知名国
际高中将带领资深外教老师在现

场进行一对一面试，提前预选优秀
学生。作为学校录取参考的一部
分，家长和学生可通过面试获取国
际高中一手招生录取信息，提前找
对门，认对人，赢在起点。

看点三：
沪甬国际高中择校指

南免费领

为展会量身定做的《甬沪杭国
际高中择校指南》——家长选校的
一本通，指南整合了甬沪杭三地几
十所知名国际高中课程简介及最新
招生简章，重点讲解了国际课程的
分类、如何选择国际高中以及如何
科学备战国际高中等经验，是选择
国际学校的一本实用工具书，提前
预约参展的家长和学生可到现场免
费领取。

读者陆女士的儿子明年就要升
入初中，结合中西方两种教育模式
的风格差异以及孩子的性格特点，
陆女士一家决定让孩子初中就读国
际课程。“我有朋友的小孩在上海读
国际高中，很认同它们的办学理念，

所以届时会去展会现场了解一下。”
陆女士说。

看点四：
互动抽奖环节礼品多多

参加本次教育展的家长不仅可
以收获众多招生信息，还可以参加
多重互动抽奖活动。主办方将在现
场特别设置茶歇区和抽奖区，前台
签到就可参加大转盘抽奖活动，讲
座举行期间还有机会赢取宁波书城
购书卡，扫描二维码也可赢取丰富
奖品。

想要参加展会的家长可通过拨
打 87682193、15168582261 咨 询 或
者发送姓名＋手机号码至“宁波日
报微互动”平台报名参加。（王颖）

沪甬国际高中名师云集 一站式留学咨询服务

本报2017国际教育展即将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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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2017 杭州养生集
市 （宁波） 主题推广活动在宁波
江北万达广场举行。此次活动作
为 2017 杭州休闲养生季主题推广
活动的重头戏，不仅为休闲企业
提供现场展示推广的平台，还为
宁波市民和游客带去众多优惠与
惊喜。

2017 杭 州 养 生 集 市 （宁 波）
主题推广活动是由杭州市特潜办
和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共同主办，并
得到宁波市旅游局的大力支持。此
次活动中，杭州区县旅游局 （委）
和休闲养生企业代表现场设展推
广，包括临安区旅游局、桐庐县旅
委、方回春堂、江南养生文化村、
静博士、石景旅游文化、途牛旅游
等，展销各自的特色休闲养生旅游
产品。

活动期间，养生集市现场的主
舞台区，每天轮番上演精彩的文艺
演出，包括旗袍秀、民族舞、太极
表演等，并穿插多个小游戏和有奖
问答环节，幸运观众还有机会获得
奖品。

此外，到达现场的参与者可
以得到一份特制的通关地图，地
图将绘上集市的各展示点，给每
一个展示点准备一枚趣味印章。
宁波的市民、游客可以根据地图
在各点参观后进行“盖章通关”，

“通关者”可以在服务台领取一份
纪念品。

据了解，2017 杭州休闲养生
季主题推广活动是由杭州市培育
发展十大特色潜力行业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等单位共同主办，杭州市旅游特色
潜力行业发展中心和杭州地铁文化

传媒有限
公 司 承
办，旨在
加快特潜
行业与健康旅游
业的融合发展，培育“杭派养生”
旅游产品，全面助力杭州建设“国
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

除了“养生集市”主题活动以
外，2017 杭州休闲养生季主题推
广活动还有 31 项系列活动，包括
2017 世界养生大会、大明山高山
滑雪节、湍口众安氡温泉养生季、
杭州云曼温泉南瓜养生节、航空运
动主题嘉年华、2017 千岛湖马拉
松赛、建国南路中医街第四届膏方
养生节、临安膳食养生体验之旅、
江南古村落休闲养生体验之旅等，
活动精彩不断，并将贯穿整个秋冬
季节，可谓好戏连连、实惠多多。
感兴趣的，不妨开始一场杭州的休
闲养生体验之旅吧！

（倪建飞 王培）

杭甬携起手 共筑大养生

“2017杭州养生集市”宁波落幕

由本报联合宁波翰森教育推
出的一流国际高中系列讲座于上
周日在新世界客厅收官。镇海中
学剑桥国际部、宁波华茂国际学
校老师们带来了精彩讲座，让家
长受益非浅。

本次国际高中讲座共举行了
四场，宁波外国语学校 AP 国际
部、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上海
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美
高课程部、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
校、镇海中学剑桥国际部、宁波
华茂国际学校的师生们分别带来
了不同主题的讲座。

在第四场讲座上，镇海中学
剑桥国际部国际课程中心升学指
导副主任俞青带来了主题为“如
何在国际课程中脱颖而出”的讲
座，她向家长介绍了 A—Level 课
程的内容，以及镇海中学剑桥国
际部成立十年的总结经验分享。
为什么让孩子选择留学？想必每
个家长都有不同的解读。在俞青

看来，留学的好处不少，它不仅
能使孩子更自立更有爱心和责任
心，也能拓展孩子视野，从小地
方走向大地方，是一种别样的培
养孩子的好途径。

宁波华茂国际学校副校长叶
斌和外籍校长 Cheryl Keegan
联合带来了主题为“提供多元选
择的华茂国际学校”的分享，介
绍了华茂国际学校的国际高中课
程，如何为每名学生定制合适的
国际课程和升学通道，如何培养
拥有“中国灵魂、世界魅力”的
中西融合国际人才。

“很感谢宁波日报搭建的这个
平台！”连续参加了三场讲座的包
女士表示，女儿明年就要读初三
了，想让她就读国际高中。这次
听完了几个国际高中课程的介
绍，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要为
她挑选一个适合的国际高中课
程。

（王颖）

本报一流国际高中讲座收官

最近，杭州湾海底温泉正式
开放，秋冬泡温泉又多了一个好
去处。

据悉，这里的温泉水来自于
杭州湾 2000米以下的海底岩石裂
隙喷涌而出，属天然海底温泉。
杭州湾原来是片海洋退去之后的
滩涂，拥有海底热泉，出水温度
达到 56℃。除了铁泉，这里还有
茗香泉、红酒池、本草养生汤、
香薰美颜汤……各色汤池分布在
海底温泉的园区。杭州湾海底温
泉有 60余个温泉泡池，还有配套
的温泉自助餐厅和海底温泉酒
店，适合秋冬一站式度假。

特地从上海过来泡温泉的陈
女士告诉笔者，这里的温泉泡完
之后皮肤会变得特别光滑细腻，
感觉很好。特别是这里的服务非
常专业贴心，除了提供毛巾拖鞋
饮品之外，还有秋冬小知识的介
绍和普及。“我觉得这项个性化特
色服务非常好，能让你全面了解
自身的一些身体状况。”

据悉，从宁波到达景区基本
上全程高速，交通极为便利，在
沈海高速庵东-杭州湾新区高速
口下，沿杭州湾大道-滨海二路
即可到达。从慈溪市区出发，30
分钟左右即可达到。 （小沪）

杭州湾海底温泉开放

扫二维码报名吧！

11 月 22 日，第六届墨西哥中
国投资贸易交流会暨墨西哥中国
商品博览会，将在墨西哥城商业银
行展览中心开幕。本次展会为期三
天，这里不仅是“中国制造”的展示
舞台，也是“中国制造”的新机遇。

近百家企业纷纷参展

截至目前，已有近 100家企业
参展，其中宁波有 65家企业，包罗
了 162 个摊位。此次参展的企业
中，行业可以说五花八门，有家居、
日用品、文具、机械、小家电、无人
直升机等。

本次展会由墨西哥的华人商
会墨西哥中华企业协会主办，从
2012 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五
届 ，得 到 了 中 国 驻 墨 西 哥 大 使
馆、墨西哥经济部、墨西哥杜兰
戈州、墨联邦电力委员会及国内
各省市商务主管部门等单位的大
力支持。

据组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本
届展会在综合展的基础上另设了
一个文具礼品及家居用品的主题
馆。目前已报名参加展会的企业除
来自宁波以外，还有来自金华、湖
州、温州、江苏、广州等地的企业。
晶辉光电、赛尔国贸、青华科教、达
升物流等企业可以说是展会的常
客了。

积极拓展墨西哥市场

达升物流是展会的忠实粉丝
了，目前它在国内有 20 多个分支
机构，在海外也有 300 多家代理，
提供从中国各口岸进出口至全球
各地的海运、空运及多式联运服
务。据达升物流一位负责人介绍，
由于国内生产文具、办公用品技术
薄弱，加之中国制造的文具、办公、
礼品、家居用品价廉物美，墨西哥

人一向青睐“中国制造”。因此从中
国采购的办公文具、汽配件等产品
较多。而随着电商发展的如火如
荼，本届展会上，达升物流将把电
商平台“海空网”推向墨西哥市场，
为当地中小企业的在线交易提供
更多便利。

宁波和强投资公司已连续参
加四届展会，相关负责人认为墨西
哥是新兴市场，发现车载冰箱、面
包机、电水壶等小家电特别受当地
消费者的欢迎，展会为中国制造企
业“走出去”搭建了一个好平台。

参展商福利多多

为促进中墨双方展商能正常
沟通，展会现场贴心提供公共的西
班牙语翻译，每个前来参加的展商
至少有 10 个专业客户对接，展会
可以协助展商在墨西哥市场推广
及寻找代理商、组织展商考察墨西
哥相关市场。

据了解，中国是墨西哥第二大
贸易合作伙伴，墨西哥也是中国在
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六届墨
西哥中国投资贸易交易会的开展，
能发展并扩大双边的贸易合作机
制。中国相关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墨
西哥的产业结构、市场需求，进一
步开拓墨西哥市场，实现经济利益
最大化。同时，墨西哥作为一带一
路在拉丁美洲的自然延伸，中墨之
间的经贸往来也会更加频繁。

目前，参展企业正整装待发，
主办方接下来还将为这些参展企
业相关人员举办出国参展礼仪和
展会招商的培训。展会期间，主办
方除了安排相同类型的中外企业
进行现场的对接，还安排有展商晚
宴、礼物派送、线上平台推广等。展
会后期，也安排有当地市场的考察
项目。 （王颖）

墨西哥中国投资贸易
交易会下月启幕

参会人员正在向到场市民热情推介养生知识。 （宋紫宙 摄）

市民现场体验健康养生服务。
（宋紫宙 摄）

宁波华茂国际学校老师现场分享。 （宋紫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