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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林琳）“通过参加体验营，我
发现家乡发展很快。真希望自己
早日学成，把高端的医学技术引
进到家乡，造福家乡人民。”参
加完宁海“家燕归巢”青年学子
引才行动首次体验拓展营的北京
医科大学宁海籍大一学生项于蓝
近日对记者说。

自 2015 年 起 ， 宁 海 团 县
委、县志愿者协会已经连续推出
6期宁海未来人才储备计划，在
寒暑假期间为在外求学的宁海籍
大学生，提供就业实习岗位、社
会实践岗位、志愿服务岗位等，
精准服务宁海籍大学生。由宁海
县委人才办、团县委等部门推出
的“家燕归巢”青年学子引才行
动，是对未来人才储备计划的再
升级，更显宁海对人才的殷切期

盼和长远眼光。
据了解，从 2 月 6 日至 8 日，

来自 35 所高校的 55 名优秀宁海籍
在外大学生参加首期体验拓展营，
开展为期 3天的“精英式”实践培
训，包括民宿调研、深入企业、趣
味竞技等多个内容。

“家燕归巢”青年学子引才行
动启动后，宁海县委人才办、县人
社局、团县委联合成立“青·巢”
基地，宁波模具产业园、宁海县科
创中心、宁海县大学生创业园、宁
海县电商产业园成为首批合作单
位，将为宁海籍大学生提供长久的
就业创业机会与岗位；宁海县委人
才办、县教育局、团县委、县工商联
联合实施“青·伴”计划，推动宁海
各地商会与当地宁海籍大学生联谊
会长期良性互动，为在外宁海籍大
学生提供就业指导和助学帮扶等。

“抢”人才提前到“守”人才
宁海“家燕归巢”行动紧盯在外本地籍大学生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贺恺）“如果不是你们帮忙，
今年过年的好心情肯定没了……”
昨天上午，已回到老家江西的张
女士给象山县公安局丹西派出所
民警戴松松打来电话，在报平安
的同时再次向民警表示感谢。就
在 2 月 2 日下午，丹西派出所召
开退薪大会,将从当地某公司追
回的、54 名职工遭拖欠的工资
共计12万元全部发放……

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能安心
回家过个好年，象山公安机关发
起严打恶意欠薪行动，坚持将侦
办案件和化解矛盾相结合，全力
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严惩“老
赖”。

据悉，象山县公安局各派出
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较易发生恶
意欠薪行为的建筑工地、餐饮娱

乐、生产制造等重点领域行业，进
行“地毯式”排查，全面了解掌握
企业经营和用工情况。尤其对正在
施工工地的包工老板逐人核对、逐
一建档，确保一旦发生紧急事件，
能找准关键人。

“对恶意欠薪案件，公安部门
坚持‘从严、从重、从快’原则，
特别是数额较大、受害群体人数较
多 的 重 大 案 件 ， 会 开 展 专 案 攻
坚。”象山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
队长冯立营告诉记者。

据悉，象山县公安局自去年以
来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行
为。截至目前，共立案查处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案件 4起，打击涉嫌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嫌疑人 11
名，协调解决欠薪纠纷 30 余起，
协助追回拖欠工资 230万余元，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象山警方严打恶意欠薪
去年以来已协助追回拖欠工资230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
记者站邵滢 通讯员张金科） 新
年以来，宁波阿尔特家具有限公
司研发部门延续“绿色设计”理
念，新开发了多款采用环保材料
制作的儿童床、椅子等产品。从
生产仿古家具到推出现代环保家
具，阿尔特家具乘势而上，在国
内外市场上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慈溪是全国最大的古旧家具
加工制造出口基地，近年来，当
地涌现出 30 多家优秀古旧家具
制造企业，形成了年出口货值超
过 5000 万美元的古旧家具产业
集群。

面对层出不穷的“壁垒”，
前年以来，处于蛰伏期的慈溪木
家具生产企业在保持传统生产工
艺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绿色制
造体系”，改进生产工艺，提升
产品质量，步入了转型发展之
路。这些企业还以“生态环保”
作为家具新卖点，将加大环保低

碳产品出口份额作为调整木制品出
口商品结构的重要手段，满足消费
者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随着越来越多的绿色家居入
市，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成为限
制慈溪木家具产业发展的重要因
素。面对这种情况，慈溪部分木家
具生产企业在生产上加快推进“机
器换人”，依靠科技降低生产成
本，改进生产工艺。“去年年初，
公司从国外引进了两台自动喷漆抛
光的数控设备，喷漆着色非常均
匀。此举既节约了人力成本，又提
升了产品质量。去年，公司出口额
同比增长 28.1%。”启达家具负责
人说。

如今，慈溪木家具生产企业在
“深耕”传统市场的基础上，还搭
乘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顺风车，
将“绿色家居风”吹向世界各地。
据统计，2017 年，慈溪出口木家
具 2078 批次，货值 4531 万美元，
同比上年分别增长28.1%和22.9%。

慈溪木家具产业
刮起“绿色环保风”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雪丛川） 浙江省教育厅日前公布了
首批 12 个省级艺术教育实验区、
47 所实验学校名单。鄞州区成为
宁波市唯一入选的区县 （市）。鄞
州区咸祥镇中心小学、李惠利中
学、国家高新区外国语学校、爱菊
艺术学校 4所学校入围艺术实验学
校。这是不久前鄞州区成为浙江省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试点区后又承
担的一重大改革试点任务。

根据教育部与浙江省签署的
《学校美育改革与发展备忘录》 相
关要求，“十三五”期间我省将开
展艺术教育实验工作，创建 20 个
省级艺术教育实验区、100 所省级
艺术教育实验学校。首批确定了

12个实验区和47所实验学校。
自艺术实验区创建以来，鄞州

区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以
普及和发展中小学艺术教育为重
点，挖掘内涵，培育特色，出台了
中小学艺术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开
展“一校一品”“一校多品”建
设，促进学生的艺术素养不断提
升。

在师资保障方面，鄞州区大力
拓展专职艺术教师队伍，配齐配足
艺术教育教师。积极引进有艺术特
长的社会志愿者、民间艺人、专业
演员、工艺美术师作为兼职教师，
进一步补充和壮大艺术教师队伍。

创新载体，拓宽艺术教育渠
道。鄞州区中小学共有艺术社团

800 余个，其中大中篆刻社、陶艺
社、夜莺合唱团、金色号角铜管乐
团、菁菁舞蹈社、好声音社团、沥
粉贴金彩绘社、水墨空间书法社等
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艺术社团深受学
生喜爱。钟公庙中学的《红》和横
溪镇中心初级中学的《狮舞》两个
学校舞蹈社团代表宁波市参加浙江
省中小学生艺术节现场展演。出台

《学校特色项目实施办法》，每个项
目给予 20 万元经费支持，成功扶
持了荷花庄小学的书法博物馆、第
七中学的大中篆刻社、行知实验小
学的陶艺馆等一批艺术特色项目，
大大推动了该区艺术特色的发展。

此外，鄞州区教育局还专门举
行了学生艺术社团 SHOW 展示评

选活动，举办区级中小学生合唱大
赛、舞蹈比赛、器乐大赛、少儿科
学幻想画大赛、书法现场比赛、

“三独”比赛、立体造型平面造型
比赛、摄影比赛等，为广大学子搭
建艺术特长展示平台。

目前，鄞州区有全国首批中华
艺术传承学校 1所、全国书法实验
学校 5所、浙江省艺术教育特色学
校 9 所、浙江省书法实验学校 5
所、宁波市艺术特色学校 15 所、
市书法实验学校 9所。鄞州区多次
被评为“全国书法教育先进单位”。

下一步，浙江省教育厅将与鄞
州区签署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工作备
忘录，对该区艺术教育实验工作进
行指导，阶段性检查和成果验收。

鄞州入选首批省级艺术教育实验区
全市4所学校入围艺术实验学校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贾默林） 已是年廿八，大批外来务
工者返乡过年，但在蛟川街道的镇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很多企业依然
是一片忙碌景象，争取在放假前最
后的时间，全力赶制国外订单。

宁波灏钻科技有限公司是家专
业研发生产净水设备的企业，产品
行销欧洲、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 。 企 业 负 责 人 顾 逞 涛 说 ， 从
2017 年底至今，公司接到国外订
单有 150 多件，同比增长近 10%，

且交货时间很紧，“本来工人忙了
一年，该早点放假休息，可眼下这
种情况，只能请全体员工再辛苦一
下，为此我们给一线工人增加了
40%的年终奖作为补偿。”

生产车间里，工人们全神贯注
组装设备。来自陕西的工人张孙平
说，最近两个来月，每天在全力赶工，

“公司明确年三十前一定会放假，并
提前帮我们购好了车票，还会派厂
车统一送站，回家过年并不担心。”

蛟川街道工办负责人李硕峰

说，经过几年的刻苦磨砺，辖区制
造型企业经过升级换代、资源整合
和“机器换人”，竞争力明显增
强，又搭上“一带一路”的“顺风
车”，越来越多有高技术含量的产
品打开了国外市场，订单接到“手
软”。去年，蛟川实现工业总产值
316 亿元，同比增长 11.5%，其中
规上工业同比增长 16.3%，今年继
续延续“开门红”局面。

走进宁波瑞格钢铁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焊花如同节日的烟火一

样耀眼，工人紧张地生产、组装。
“瑞格”是家典型的传统制造企
业，经过几年的技术升级换代，生
产的不锈钢构件凭借过硬质量和高
性价比，远销丹麦、德国、波兰等
国。企业生产负责人李国忠说，虽
然临近春节，但还有 10 多件欧洲
订单等着赶工，为此公司给工人增
加了加班工资，提高了年终奖励：

“很多订单已排到年后开工。眼下
这批丹麦的订单能赶在2月14日前
完成，不会延误交货期限。”

“一带一路”拓宽“质造”出口

镇海蛟川企业“加班”赶工国外订单

昨天一大早，鄞州区塘溪镇乡民迎来“三八塘头市”年末最后一场
民间迎新狂欢。“一六横溪市，二七管江市，三八塘头市，五十韩岭
市”，这是一句在鄞东地区广泛流行的顺口溜，说的是赤堇山周围的 4
个古市集。

每年腊月廿三和廿八是塘头市最繁华的时候。昨天，四方乡民云
集，山珍海味罗列，各色各样的货物，琳琅满目……摊头从横街直到沙
河塘，一幅浓浓的年味风俗图在这里缓缓展开。

图为三八塘头市现场。 （记者 胡龙召 摄）

三八塘头市

穿针、引线，挑起粟米粒
般大小的珠子熟练地钉在布艺
小狗的纹路上，针线在钟绿叶
老人手中灵活穿梭，令一旁观
看的人啧啧称赞。今年 77 岁
的钟绿叶是宁海县桥头胡街道
有名的“巧手”奶奶，自学绣
花、刻纸、布艺，且样样做得
出彩。

钟绿叶的小女儿王幼萍
说，老人没有跟任何师傅学过
刺绣手艺，是自己观察、思
考，摸索出来的。1999 年开
始，钟绿叶老人又自己摸索起
了用小刀在纸上刻画，《水浒
一百零八将》《百鸟朝凤》 等
题材都是她的拿手绝活，也是
该项技艺的宁波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

钟绿叶缝制布艺小动物，
缘于 5年前县里举办的一次香
囊制作比赛，钟绿叶老人制作

的一只粽子状香囊获得了金奖。
“那么简单的香囊也有人喜欢，
我当时就想，要是做得再考究一
点不就更了不得了呀。”钟绿叶
老人想到就做，从此，一只只形
态各异的布艺小动物被“研制”
出来。“我总是晚上想，白天
做，每一样东西，我都要努力做
得像。”单单一只大公鸡，就要
十几种颜色的布料来搭配。老人
对布的材质要求特别严格，一定
要女儿去实体店挑选绒面软布，
颜色、材质都要经她确认后才可
以买。

“我妈总说她是村里最幸福
的老人。”王幼萍说，老人有糖
尿病，最严重的时候眼睛几乎
看不见，后来坚持做布艺后，
视力竟然慢慢好转，现在可以
自己穿针引线，连医生都说是
个奇迹。
（严龙 蒋攀 葛纹静 文/摄）

钟绿叶老人新近制作的布艺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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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