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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日，由宁波日报、中国宁
波网、甬派 APP 联合举办的 2018
春季宁波国际教育展在东港喜来登
酒店圆满落幕。作为春季宁波首场
教育类展会，自然得到了不少国际
学校、教育机构的大力支持。来自
沪甬两地国际高中的老师为家长们
解读了最新的招生政策，留学机构
则提供了一站式留学解答服务，家
长们收获满满。

沪甬国际高中荟萃

宁波的国际学校与国际课程种
类繁多、各具特色，孩子的国际教
育之路该如何选择、如何规划，成
为不少家长的困惑。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主办方集结沪甬名校与机构
为家长进行现场答疑。各学校咨询
展位一座难求，场面一片火爆。来
自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
院、上海上实剑桥教育中心、宁波
镇海中学剑桥国际部、宁波外国语
学校 AP 国际部、宁波效实中学 IB
国际中心、宁波华茂国际学校等学
校的名师来到现场，为学生和家长
带来各自学校的招生政策和特色，
解答家长关心的话题，并根据孩子
的成长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教育
规划。

名师讲座受益非浅

名校青睐怎样的学生？如何为
孩子定制合理的教育规划？针对这
些家长关注的话题，国际高中、留
学机构邀请了多位教育大咖与家长
面对面互动交流。名师们生动精彩
的演讲，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

展会上，宁波镇海中学剑桥国
际部的陈军老师带来了“把学生从
名校送进另一个名校”的主题讲
座；宁波新通教育教学总监兼国际

高中状元堂名师李梦分享了“国际
高中全A突围攻略”讲座，新通教
育美英大区总监也是资深海外名校
升学专家姜培则带来了“国际班升
学申请，如何与本科名校无缝接
轨”讲座；光华启迪总经理李丹阳
亲临现场，带来了“重新定义教与
学，专注优质国际教育”讲座；宁
波华茂国际学校教学部主任段运峰
则为家长解读了“提供多元选择的
华茂国际学校”；宁波澜大校长孙
婷婷为家长讲述了“出国留学那些
事儿”；宁波外国语学校AP国际部
主任张波带来了“宁外 AP 海外申
请成果和经验分享”；宁波效实中
学 IB 国际中心副主任王薇分享了

“创国际教育精品，育国际精英人
才”；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执行校
长徐未华也亲临现场，则带来了

“我们追求更好的国际教育”讲座。
家长朱女士表示：“各个学校

嘉宾的分享给我提供了很多参考意
见，在为孩子选择学校的时候思路
也更加清晰。我特别带了纸和笔做
了很多记录，回去和家人一起学习
商量。”从朱女士的讲述不难看
出，现场讲座使她收获满满。

主流留学机构一
站式解答

展会上，宁波的几大知名留学
机构，比如新通留学、启德留学、
澜大教育、光华启迪、新航道留学、
瀚森教育、签语教育、英锐教育、环
球雅思、纬亚教育等甬城主流留学
机构齐齐亮相。他们为家长提供了
关于留学的一站式服务解答，课程

专家现场解答课程内容并分享最新
考试信息；提供从小初到本科各阶
段优质项目内容，帮助学生激发个
人潜能；国际入学保录课程、托福等
语言现场免费测试等。

从事媒体工作的包女士，虽然
她女儿还在读小学 5年级，也已经
为她早早做起了规划。她说：“这
次的国际教育展为我们搭建了一个
很好的平台，接下来可以提前了解
下一些学校的招生动向。”

“原以为就读国际高中是那些
平时成绩不好的学生，但是在听了
几个国际高中老师的讲座后，让我
脑洞大开。有很多成绩优异的孩子
在国际高中里求学，能参加丰富生
动的社团活动，开启不一样的求学
生涯。”家长宋先生说。

（王 颖）

量身定制国际课程 解读最新留学趋势

2018春季宁波国际教育展圆满收官

作者在消化内科临床行医十
年，平时擅长用轻松的语言给患
者科普消化道疾病的成因、治疗
和预防。这本书是作者系统地聊
一聊有关消化道的事儿：“消化道
癌前疾病有哪些”“消化道疾病越
来越青睐年轻人”。人体的消化系
统复杂且庞大，胃、十二指肠、
空 肠 、 回 肠 、 结 直 肠 、 肛 门 、
肝、胆囊、胆道以及胰腺共同组
建了消化系统。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钱包鼓了，日子好
了，而消化道也越来越不堪重
负，现在很多消化疾病早已不是
老年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饱受消化疾病的困扰，一言不
合就暴饮暴食，一言不合就不醉
不归……

“肠道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
“为什么儿童易患异食癖”“大便
解不出的感觉，你不会懂”。全书
用“接地气”的语言科普了消化
系统在人体里是怎么工作的。知
道了这些，自然就知道怎么辨别
谣言、合理地治疗和预防各种消
化道疾病。

作者简介：
丁 彬 彬 ， 男 ， 中 南 大 学 湘

雅医学院附属株洲医院消化内
科主治医师，长期工作在临床
一 线 ， 工 作 之 余 坚 持 科 普 创
作，共发表科普类文章约 300 万
字。目前为中国医疗自媒体联
盟成员。

平时不喝酒、不抽烟，热爱
运动、读书及写作，2016 年创立
个人自媒体品牌“医学原创故事
会”，目前全网点击过 4亿，粉丝

累计 20万，常年位居各大网站健
康类排行榜第一。

推荐语一：
科普最难之处，在于一个普

字。把复杂艰深的医学知识写得
有趣易懂，是件极其困难的事
情。而作者竟然做到了。

——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
推荐语二：
健康领域的科普，要写得严

谨并不难，要写得易读也不难，
难的是二者兼得。在这点上，这
本书做得很好。

——云无心 （食品工程博
士，科普作家）

推荐语三：
丁 彬 彬 医 生 从 老 百 姓 生 活

当中的常见误区入手，用通俗
生 动 的 故 事 ， 从 口 腔 、 食 管 、
胃、小肠、大肠到肝脏，把复
杂的消化系统逐一说清楚，让
我这种不是学医出身的人都能
看懂并记住。希望这本书能够
帮助更多读者，实现“健康中
国 2030”。

——子琳（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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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胡
月） 昨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传出消息，4月 22日上午 8时，有
万名跑友参与的 2018 九龙湖 （宁
波） 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将在镇海区
市民广场鸣枪起跑。

发布会上，镇海区政府、宁波
市体育局、镇海区委宣传部、镇海
区教育 （体育） 局以及赛事运营单
位的相关负责人出席新闻发布会并
介绍赛事筹备情况。马拉松世界冠
军、女子马拉松全国纪录保持者孙
英杰向镇海九龙湖跑团授旗。

九龙湖 （宁波） 国际半程马拉
松赛，去年被中国田协授予中国马
拉松“最美赛道特色赛事”称号。

上个月，该赛事又入选人民体育、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共同制作的

“2017 最具影响力马拉松赛事排行
榜”，排名第 78位。今年是包玉刚
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今年的赛事名
称最终确认为“2018 九龙湖 （宁
波） 国际半程马拉松暨纪念包玉刚
先生百年诞辰健康跑”，组委会还
专门为包玉刚先生打造了独有的银
质纪念牌。

据了解，今年九龙湖 （宁波）
国际半程马拉松赛规模与去年相
同，总参赛人数 10000人，其中半
程 马 拉 松 （21.0975 公 里） 5000
人、短程马拉松 （11.7公里） 2000
人、迷你马拉松 （3.7 公里） 3000

人。赛事报名自1月16日启动，截
止时间为 4 月 8 日。目前，短程马
拉松和迷你马拉松的名额均已满，
报名通道已提前关闭。

在奖项设定上，除半程男女前
100 名成绩奖外，本届赛事还将继
续设置半程前三名华人奖、半程成
绩水平奖、短程男女各前 50 名的
纪念奖和九龙湖马拉松赛会纪录
奖，并且为了促进宁波市全民健身
的发展，新增“本地跑友奖”。

今年的赛事将继续沿用往届的
比赛线路。比赛起点设在镇海区市
民广场，作为参赛者、工作人员聚
集地，起跑仪式等活动的举办地。
而半程、短程前三名颁奖仪式将在

九龙湖游客服务中心广场举行。
据介绍，今年的九龙湖马拉松

仍将以“健康、慈爱、环保”为主
题，“爱跑九龙湖，一步一份爱”
依然是九龙湖马拉松秉承的办赛宗
旨。按照惯例，每名参赛选手报名
费的一半将作为爱心捐助款，由镇
海区红十字会安排用于实现困难群
体的“微心愿”。据悉，由参赛运
动员捐款设立的“爱跑基金”已累
计资助困难学生 107人次、资助器
官捐献者子女 65 人次，公益品牌
的影响力日趋深远。在赛事筹备期
及赛事举行当天，组委会还将联合
镇海区红十字会开展多项公益活
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纪念包玉刚先生百年诞辰

九龙湖马拉松22日开跑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飞舞的焊花闪过，平滑漂亮的
焊接纹路让人感觉到这些冰冷的
焊件就是一件件的艺术品；从一份
简单的产品图纸，回溯出制作产品
的模具，并动手打磨出精致的成品
……昨天，全省最优秀的一批年轻

“匠人”，在宁波技师学院亮出绝
技，分别在焊接、电气装置、精细木
工和塑料模具工程四个项目中，冲
刺世界技能大赛的省选拔赛。

据悉，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
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
大的职业技能竞赛，被誉为“世界
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
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目前，全国各地正积极备战明年在
俄罗斯喀山举行的这场技能盛事。
我省组织的这场省赛正是选手们
争夺世赛“入场券”的重要一步。

“我们的选拔赛，就是按照世

赛的标准来进行的，选手们要在限
定的时间内完成弧形木窗的制作，
要制作完成木窗的十个榫卯配件，
配件和配件间的对接要可以轻松
实现手装过半，但是榫卯间拼接完
成后的缝隙要求绝不能超过0.3毫
米。同时，一米长的弧形窗，整体工
差不能超过 2 毫米。”曾担任上届
技能大赛中国区木作技术指导专
家的黄上智是昨天精细木工项目
的总裁判，对于我省年轻选手的出
色表现，这位曾经的世赛冠军看在
眼里喜在心中。

记者了解到，本次的世界技能
大赛浙江省选拔赛中，每个项目的
前两名选手可进入省集训队，这些
优秀的“匠人”将由省人力社保厅
颁发荣誉证书，并在现有职业资格
上晋升一级，属于职工身份的选
手，由省人力社保厅授予“浙江省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世界技能大赛省选拔赛开赛

年轻“匠人”同台亮绝技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王丽娅 严谦） 警惕！玩具水晶泥
走红小学校园，内含有毒物质硼
砂。近日，“公安部打四黑除四
害”微博的一则提醒，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对此，象山在全县范围内
开展紧急执法行动，彻查不合格的

“三无”水晶泥、硼砂水和硼砂粉。
据介绍，水晶泥又叫“史莱姆

泥”，质地类似果冻，不仅可以直接

购买成品，也可以用硼砂水加胶、颜
料后搅拌均匀自行制作，深受儿童
欢迎。但硼砂毒性较强，摄入或吸入
硼砂对中枢神经系统、肝脏和肾脏
有负面影响，皮肤反复接触还会引
起皮炎。硼砂在人体内吸收较快，但
从体内代谢出去的过程较慢。

象山市场监管人员以学校附近
的文具店、玩具店、小卖部为重点
对象，开展拉网式检查，仔细清查

货架、仓库的泥类玩具，逐一核对
产品标签，并要求商户提供水晶泥
等玩具的正规包装、进货票据和检
测报告。经检查，执法人员发现这
些“水晶泥”商品大多没有标明品
牌、生产厂家、生产地址等信息，
属于“三无”产品。

截至目前，此次行动共出动执
法人员 110人次，检查校园周边商
铺 70 余户，扣押“三无”或配料

表中含硼砂水的问题水晶泥 602
件、硼砂粉40件。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家长，
购买玩具应选择正规厂家生产且有
国家检验标志的产品，家长应陪同
并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玩具，防止出
现误食等情况。若发现“三无”水
晶泥、硼砂水、硼砂粉等，可向辖
区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也可拨打
12315热线进行举报。

“网红玩具”水晶泥含有毒硼砂
象山拉网式彻查问题水晶泥

【上接第1版】会议指出，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明确目标任
务，到 2020 年使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
改善。要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
役，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
车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
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
战，确保 3 年时间明显见效。要细
化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举
措，尊重规律，坚持底线思维。各级
党委、各部门党组（党委）要把污染
防治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层
层抓落实，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群
防群治。要坚持源头防治，调整“四
个结构”，做到“四减四增”。一是要
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过剩和落后产

业，增加新的增长动能。二是要调
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增加
清洁能源使用。三是要调整运输结
构，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
输量。四是要调整农业投入结构，
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有机肥
使用量。要坚持统筹兼顾、系统谋
划，体现差别化，体现奖优罚劣，避
免影响群众生活。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委
员会工作规则》，强调要加强党中
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
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
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
促落实。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
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徐露 朱丽霞） 每年清明前后，不
少市民喜欢出游踏青。而在这个过
程中，如果能挖到一棵春笋，无疑
更能增添一番野趣。但民警提醒市
民，不是所有山珍可以采的，有些

是“有主”的。此外，这个季节出
游，市民驾车要防“春困”，并注
意野外防火。

“每年这个时节，‘挖笋警情’就
会多起来。从3月27日起，几乎每天
会有一起这样的纠纷。”海曙横街派
出所民警告诉记者，横街大雷笋以
鲜美闻名，不少市民来此游玩踏青
时，总喜欢挖一点当作“战利品”。殊
不知，这些竹笋是“有主”的。

4 月 1 日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
有游客在大雷游玩时看到不少竹笋

冒了尖，就兴致勃勃地开挖了，结
果与上山检查的笋农发生了言语冲
突。最终还是民警出面协调，双方
达成赔偿协议。

“4 月份，尤其清明到清明后
一周，对我们派出所来说，才是真
正的‘挑战’。”民警说，去年 4
月，他们处置挖笋纠纷警情就有
48 起。最高峰时，有近六成警情
是与此有关的。

春游踏青时一定要注意野外防
火。许多市民喜欢在这个时节出去

烧烤，一定要注意用火问题。横溪
就出过一起这样的火警，游客处置
火源时，简单覆盖一层薄土就离开
了，最后复燃引发火灾……

“春困”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最近一段时间，高速公路上与此有
关的交通事故多了起来。“眼皮一
耷拉，事故就来了。今年的小长
假，扫墓与踏青交通流叠加，因而
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交警说，11
时至 12时 30分、13时至 14时，这
两个时间段是最容易出事的。

清明时节纤纤笋 乱挖容易起纠纷

精细木工比赛现场。 （周琼 任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