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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者
站张落雁 通讯员王涛） 昨日，路
林市场新出口通道建成投入使用。
随着市场内部道闸系统改造完成，
在市场内部交通流线重新规划后，
今年冬天，市民去路林市场买海
鲜，将更加顺畅。

昨天上午，记者在路林市场东侧

看到，一条两出口的新通道已建成投
入使用。记者驾车实地体验了一番，
由原市场主入口进入路林市场，再由
东侧新出口驶离，全程耗时不超过五
分钟，同时在出市场后，也可快速在
不远的宁镇公路地铁 2号线高架下
完成掉头转向，整个过程比原来的单
一出口出入方便快捷不少。

路林市场工程建设部负责人王
峥告诉记者，新出口的建设主要是
为了缓解冬天大量市民驱车前来购
买海鲜时的交通拥堵局面。“原来
的主出入口将作为单一的入口使
用，只留下紧急备用出口，新建成
的 东 侧 出 口 将 作 为 单 一 出 口 使
用。”王铮告诉记者，市场内部还

将配套推动经营户车辆进地下停放
的工作，以便留出更充足的地面空
间用于内部交通疏导。

此外，路林市场还专门升级了
市场各出入口的道闸系统。改造后
的道闸系统不仅提升了起落杆速
度，还新增了手机支付功能，可有
效提高车流通过效率。

今冬去路林市场买海鲜更方便了
路林市场新出口正式投用，进出不超5分钟

本报讯 原宁波市第三医院
党委书记、副院长王从越 （原行
政 17级，享受县处级政治、生活
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
年8月26日逝世，享年91岁。

王从越同志，1926 年 4 月出
生，浙江奉化人，1945 年 7 月参
加革命，1946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部队从事医疗卫生工
作，曾任华野二十军六十师一七
八团八连见习医务员、党支书

记，志愿军二十军六十师一十九
团卫生队医务员，解放军二十军
六十师一十九团战斗团军医，二
十军六十师炮兵团卫生队队长等
职，在部队期间曾多次荣立军
功，荣获解放奖章一枚。2015 年
授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一枚。1963 年复员后
曾先后在宁波地委组织部、宁波
市第三医院工作，1986 年 4 月离
休。

王从越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徐晨燕 戎杨云） 冷空气来袭，
宁波气温骤降，记者近日从各大
医院获悉，这几天，主动脉夹层
高发，仅最近 20天，宁波市医疗
中心李惠利医院就收治了 10个急
性主动脉夹层的患者，比平时增
加了一倍。李惠利医院心胸外科
主任邵国丰医生提醒：防止主动
脉夹层，关键是要控制好血压。

记者在李惠利医院了解到，
这些患者年龄平均在 50 岁左右，
最年轻的只有 30岁出头，绝大多
数存在血压控制不理想的情况。

邵国丰主任说，冬季是主动
脉夹层高发季，傍晚5时到早晨7
时，是疾病的高发时段。因为寒
冷的刺激会使高血压交感神经兴
奋，周围血管收缩，从而增加心
脏负荷，导致心肌进一步缺血缺
氧，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和主
动脉夹层的发生。

宁海的尤先生才 50多岁，患
高血压 5 年多。最近两年因为血
压控制得还不错，便不再服用降
压药，还开始吸烟喝酒。这个月
频频降温，尤先生的血压波动很
是明显，但尤先生没当回事。

就在几天前，晚上睡下时，
尤先生开始感觉胸口疼痛。第二
天清晨，他被一阵胸闷憋醒，痛
得直冒冷汗。家人赶紧将他送往
医院，路上尤先生已经因为脑部
缺血缺氧而昏迷不醒。到李惠利
医院时，尤先生的病情已相当凶
险，尤先生立即被送进手术室。
手术持续了 10多个小时，直到凌
晨才得以完成。

“主动脉夹层非常凶险，一是
一旦发作病情危急，二是容易被
忽视。”邵国丰主任说主动脉夹层
的形成是一个比较隐蔽的长期过
程，但大多是急性发作。

“一般没有先兆，突然胸部出
现剧烈撕裂般疼痛，往往提示急
性主动脉夹层的发生”。邵国丰主
任解释说，一旦主动脉夹层破
裂，患者可在 10秒钟至数分钟之
内死亡。虽然秋冬寒冷的刺激是
一个诱因，但关键还是血压控制
情况。

气温骤降，主动脉夹层高发
医生提醒：晚5时到早7时这个时间段要小心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姚嘉琪） 记者近日从浙江万里
学院获悉，该校将从 2018 届起，
试行优秀本科毕业生荣誉学士学
位制度。

据 介 绍 ， 万 里 学 院 这 次 试
行的荣誉学士学位，将分为一
等荣誉学士学位与二等荣誉学
士学位。要获得荣誉学士学位
的学生，首先应符合正常授予
学士学位的标准，并同时满足
在校期间课程考核平均学分绩
点大于等于 3.0 或专业排名在前
15%，以及外语成绩符合相关规
定或在校期间达到学校本科学
生标志性成果中的任何一项这
两个条件。其中一等荣誉学士

学位的要求更加严格，平均学
分绩点要在 3.5 及以上或专业排
名前 5%才有可能获得。

荣誉学士学位这一概念来源
于西方，又称为优等生学位，只
有在攻读学士学位期间成绩非常
突出的前提下才有资格获得，被
授予荣誉学位的学生通常拥有

“更加优异的成绩”和“更为全面
的能力”。

万里学院教务部负责人杨老
师介绍道，学校试行这一制度，
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不断地提升学校整体学术
水平，切实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这也是学校在应用型大学建设与
国际化办学特色上的一种体现。

浙江万里学院
将试行荣誉学士学位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刘波） 昨天从第十二届DI创新
思维大赛中国区总决赛上传来消
息，镇海区立人中学的DI团队成
功卫冕艺术类挑战一等奖，并获
得代表中国参加全球总决赛的资
格。

DI是头脑创新思维竞赛的简
称，是一个有趣、实践型的教育
项目，以 STEAM （科学、技术、
工程、艺术、数学） 为基础，同
时，它也是一项培养青少年创造
性的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省

（市） 的 200多支中学队伍参加了

本次比赛。
本次比赛分团队挑战和即时

挑战，团队挑战又分为技术类、
科技类、艺术类等六大类，是对
参赛选手的动手操作、创新思维
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等的考验。立
人中学参加的团队挑战类别是

“艺术类——变调的音乐剧”，7
名学生在学校指导老师翁科波和
俞丹女的带领下，闯过了剧本创
作、歌曲改编、道具制作、技术
创新、表演编排等重重“障碍”，
将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展现了
无穷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宁波学子再夺
DI中国区总决赛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王佳 通讯员
闻明光 邱银乖） 民政部日前公
示了 80 个全国殡葬综合改革试点
地区 （单位）。象山县入选试点名
单，成为我市首个殡葬综合改革
试验区。

近年来，象山县积极推进移
风易俗、文明殡葬工作，深入开
展墓葬专项整治和倡导节地生态
墓葬，落实完善惠民殡葬政策，
建立健全殡葬管理机制和强化殡

葬设施建设。在 2016 年新一轮墓
葬专项整治中，象山着重对主要
公路两侧和旅游区、开发区、住
宅区等“三沿五区”重点区域可
视范围内影响环境的坟墓进行迁
移平毁和复耕、复绿，迁移坟墓
3.15 万穴，复绿复耕墓基 300 多
亩。其中，3.13 万穴迁入公墓后
采用节地生态安葬。

通过开展丧葬礼俗整治，原来
在送葬途中随意燃放烟花爆竹、搞

路祭、跪桥头、撒纸钱等丧葬陋习
得到遏制、改变，送葬车辆队伍短
了，交通不堵了，出丧不扰民了；
停柩时间，党员干部带头缩短至 3
天，普通群众最长不超过 5天；倡
导不送不收非亲人员礼金，推出节
俭办酒宴的 18 份推荐菜单，杜绝
了往年大办酒宴的现象。文明节俭
办丧风气愈浓，2016 年 4 月以来，
累计节省的操办丧葬资金至少有
13亿元。

据悉，试点工作自 2017 年 12
月起，至2019年8月由全国殡葬综
合改革专家评估组验收合格后完
成，象山县将重点围绕健全殡葬工
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殡葬
公共服务、改革殡葬管理服务方
式、加强殡葬监管执法、加快殡葬
信息化建设、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推进节地生态安葬、治理农村散坟
等 8个方面，建立健全殡葬改革常
态化管理机制。

象山入选全国首批殡葬综合改革试点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徐晓彤 刘沪波） 省第六届职
业院校“挑战杯”创新创业竞赛
近日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共产生 16 个特等奖、44 个一等
奖、86 个二等奖。其中，宁职院
荣获 4 个特等奖，1 个一等奖，7
个二等奖，总成绩、获奖数量位
列全省高职院校第一，是大赛获
特等奖数量最多的院校。

大赛自今年 6 月启动以来，

共有 44 所高职院校的 372 件作品
参加省级复赛。经过复赛选拔，
共有 40 所高职院校 600 余名师生
的 146 件作品入围省级决赛，涵
盖产品创意设计、生产工艺革新
与工作流程优化、创业计划与社
会调研论文四个类别，有利用太
阳能运作的环保清洁车、基于云
服务的数据存储系统设计、倡导
共享理念的 e 车位和网络直播的
社会调研等参赛作品。

省第六届职业院校“挑战杯”
创新创业竞赛在甬举行
宁职院获4个特等奖

本报讯 （记者周琼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汤慧琳） 今
年 45 岁的沈阿姨，10 多年前因企
业改制而被买断工龄进入了下岗
工人的行列。她说，当时生活和
精神上的压力非常大。如今，经
过江北区人社部门再就业培训班
培 训 后 ， 她 开 了 一 家 冷 饮 批 发
店，享受 30 万元小额贷款优惠政
策购置了保鲜柜、冰柜，不仅解
决了自己的生计问题，还吸收了
两名下岗职工。

据介绍，近年来，江北区精准

施策，通过开通就业服务“绿色通
道”，创新工作模式，拓宽就业渠
道，积极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帮扶
力度。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摸清辖区失业人员情况，当
地积极开展未确认状态失业登记人
员的走访调查工作，详细了解该类
人员的就业失业状况，宣传就业创
业有关政策。截至目前，当地已实
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2587人，完
成目标考核任务的 135%，位居全
市第一。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5980 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再就

业2087人。
实现再就业的前提是有充足

的岗位。今年，江北区继续注重
规范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并通
过理顺相关体制，充分发挥公益
性岗位托底安置作用，同时不断
加大城乡就业统筹力度，着力开
发安置农村低保家庭、低保边缘
户就业困难人员的农村公益性岗
位，公益性岗位进村达标率实现
100%，将岗位送到就业困难的居
民和村民身边。

当地人社部门负责人还告诉记

者，今年江北区还不断加强落实对
就业困难人员的援助政策，加强用
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
业人员社保补贴和再就业援助，确
保政策应享尽享。截至目前，江北
区共发放企业招用被征地人员社保
补 贴 1604.7 万 元 ， 惠 及 4516 人
次，1562 家企业。发放单位招用
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105.8 万
元，惠及 300 人次，235 家企业。
审核通过“4555”灵活就业社保补
贴人员 12408人次，共计发放社保
补贴4862.5万元。

江北2000余就业困难群众再成“上班族”

6日下午，又是四眼碶中学拓展课程时间，初一、初二
1000 余名学生通过网上自主选课的方式选择课程，以走
班、混龄学习等方式分散到 46 个拓展课教学班中进行学
习。学校以“选择性教育”理念为导向，基于教师的自身兴
趣与专长，整合已有的课程资源，最终开设出了“科学素
养”“人文素养”“生活技能”“身心健康”四大系列的30门
拓展性课程。老师把“授之以鱼”改为“授之以渔”，通过
实践让学生在动手中动脑，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很受
学生欢迎。 （刘波 陈家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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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课上，学生全神贯注。

▼学生用氢氧化钠腐蚀树叶，
制作出书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