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剪纸、识渔具、做萝卜团、晒
海带、打弹珠、贴鼻子……近日，“斑
斓海岸”举行了一场“斑斓·稚趣”乡
村亲子嘉年华活动，100 多户家庭
在黄避岙乡塔头旺村感受渔村的春
天，体验渔村的生活。

“斑斓·稚趣”亲子嘉年华共
分为 8项任务，其中既包括非遗文
化竹编制作体验、识别渔耕农具、
剪纸这类非遗传统民俗活动，也包
括学习晒海带、制作萝卜团等具有
西沪风情的农家活动，甚至还有大
地画、贴鼻子、打弹珠等充满童趣
的游戏活动。孩子们每完成一项任
务，即可获得一枚盖章，集齐 8枚
盖章，可兑换一份小礼物。这类带
有任务性的游戏十分对孩子胃口，
他们在“斑斓海岸”沿线的红色跑
道上跑来跑去，完全沉浸在游戏过
程中。

据悉，宁波市“斑斓海岸”精
神文明示范线串点连线黄避岙乡沿
海的六个村庄，是由 13.14 公里滨

海休闲漫步道和 20 公里斑斓古道
构建的三维立体示范线，突出精神
文明示范作用，通过党建引领，实
现户户有家风家训、村村有村规民
约。深入挖掘民俗文化和历史文
化，建成清军港遗址文化长廊、渔
家风情馆、西沪讲堂、非遗传习所
等文化阵地，以文促游、以景促
游，建成精品民宿12家，农家乐5
家，申报注册“西沪三宝”等 8大
类涉旅商标，开发“西沪十碗”十
大民菜。

黄避岙乡将全力以赴建设“斑
斓海岸”精神文明示范线，主要
目标是建成集环境卫生洁美线、
绿色环保生态线、文化丰富特色
线、乡风文明引领线、宜居宜业
富裕线、管理民主样板线、山清
水秀旅游线、市民向往风景线为
一体的农村文明示范线，并以此
辐射全乡，实现强村富民的根本目
的。

（董小滋）

“斑斓海岸”开展乡村亲子嘉年华活动

5 月 5 日，备受瞩目的“农行
杯”2018 宁波高校移动电竞联赛
春季赛决赛迎来收官之战，5支晋
级战队齐聚浙江万里学院，展开最
后角逐，各队选手全力以赴，荣耀
开战，冠军队伍的诞生为春季赛画
上了圆满句号。

当日上午 8时半，联赛春季赛
海选赛的第三场在浙江万里学院火
爆 上 演 ， 近 60 支 战 队 汇 聚 体 艺
馆。在比赛过程中，不管是新手还
是老炮儿，都目光如炬，为最后的
晋级名额奋力而战。

经近 4 个小时激烈的较量后，
来自万里学院的 Aqiu 战队获得了
冠军，亚军为西瓜皮战队，季军为
万里陪练战队。

下午，联赛春季赛决赛在万里
学院的体艺馆鸣锣开战，5支晋级
战队，个个实力非凡，比赛也分
外 精 彩 。 经 过 近 3 个 小 时 的 厮
杀，来自万里学院的 Aqiu 战队和
BYD 战队分获冠军、亚军，宁波

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 YF 战队获得
季军。

春季赛的冠亚军将与今年 9月
份产生的秋季赛冠亚军在 10 月中

旬一同对决，争夺年度总冠军。
本次联赛由宁波市体育总会、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中国农业银行
宁波市分行主办，宁波报网传媒、
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大红鹰学院、
宁波市甲子文化体育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承办。

据赛事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联赛的举办促进了全市体育产业的
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激发广大大学
生们对电子竞技项目的热情，而比
赛现场选手激烈刺激的对战也让大
学生们在校园里就欣赏到了高水平
的电竞比赛，推动了宁波高校电竞
的发展，为宁波市电竞项目的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万里学院体育部有关老师和
学生会有关同学为本次比赛顺利
完成作出了许多努力。中国移动
鄞州分公司确保了比赛有流畅的
网速。

（叶添添 倪建飞/文 虞智
龙 张洁静/摄）

王者荣耀决战巅峰

“农行杯”2018宁波高校电竞联赛春季冠军出炉

本书内容脱胎于果壳网“果壳
问答”栏目的“高考应该怎么选专
业，各专业学习的内容？”这一问
题，精选了八百余条答案中最有价
值的部分，深度加工，并在此基础
上做了大量补充，力求做到覆盖所
有常见专业。300 位多个专业的师
兄师姐现身说法，从日常生活的吐
槽到潜移默化的精神升华以及毕业
后的去向，全面呈现最真实的大学
专业，让你的未来不再迷茫，报考
志愿更加心中有数。 （王颖）

媒体推荐
★关于专业的介绍很真实具

体，很好的一本书，给高三学生一
个不后悔的选择。

——果壳网读者：JEFF
★对于家长而言能够解惑。中

国的孩子在中小学阶段普遍是关在
学校里读书，对职业几乎没有规划，
而专业又直接影响职业。通过这本
书，能更多地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
和很多过来人的真实感受，对于帮
助孩子选择理想的专业很有帮助。

——读者：Qunweid
★要是我高考完有好好看这本

东西就好了，现在给我的学生推荐吧。
——读者：花开半日
★绝对真

实的吐槽 and
建议，过来人
的 感 受 和 体
会，让人觉得
有意思。

—— 读
者：夏小

让你的未来不再迷茫

果壳帮你选专业（2018版）面市

慈溪市现代农业开发区按照
“全域景区化”的建设理念，充分
发挥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生产的优
势，深耕农业观光休闲领域，精心
打造集采摘、观光、娱乐等于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

今年以来，慈溪市现代农业开
发区紧紧围绕“全域景区化”的发
展目标，全力探索推进农旅一体化
工作。一方面，以规划为引领，布
局农旅一体化战略，编制完成《杭
州湾农业大观园农旅一体化规划》

《开发区一横一纵骨干道路两侧综
合提升方案》。据悉，“全域景区
化”建设计划以新慈湖为核心，结
合农业景观及美丽乡村建设，打
造北部沿海海韵风情线、古窑浦
桃花节、新浦葡萄节等，唱响春

赏花、夏品果、秋收获、冬养生
的“四季之歌”，将其打造成为长
三角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休闲农业
目的地。目前，已完成油菜花海
南侧 9 公里骨干道路沥青硬化，
启动了与杭州湾新区连接的2座桥
梁建设，开通现代农业开发区公交
专线 1 条以满足市民游玩观赏需
求。

另一方面，引导入驻企业利用
自身优势开拓现代农业体验点，目
前已有正大集团、一恒牧业、恒海
农业等 5家企业建立或开建现代农
业体验通道、体验点。正大集团今
年在园区大力发展农旅结合的产业
模式，开辟了多个采摘基地，还提
供垂钓、水吧、烧烤等服务项目。

（乐智）

慈溪开启农旅一体新模式“农行杯”2018宁波高校移动电竞联赛

图为选手们在紧张地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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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参加抢书活动

本报记者 周琼
通讯员 郁诗怡 刘小往

高温闭塞的空间，空气里粉尘
飘散，锅炉的作业声轰轰作响……
在这黑暗嘈杂的厂房里，却有一份
让祝志胜热爱并坚守了 27 年的工
作——炼钢。

1992 年，祝志胜从浙江武义
农村招工进入杭钢集团转炉厂，其

后调入宁波钢铁有限公司炼钢厂。
27 个年头，从一名初出茅庐的炼
钢小学徒，到公司生产业务的“主
梁骨”与“创新先驱”，祝志胜一
直守在炼钢的转炉旁。

冶炼时锅炉温度不对，可能影
响出钢质量，甚至导致整炉钢水
报废。擅长总结经验的祝志胜，
工作五六年后就练就了一手“绝
活”，根据火焰颜色、炉膛亮暗以
及炭的收缩情况，就能判断出炉内
钢水温度高低，及时作出调整避免
损失。

他喜欢钻研技术问题，多年心

血凝结成一套以他名字命名的“祝
志 胜 提 高 转 炉 钢 水 收 得 率 操 作
法”。在杭钢时，他的这一操作法
被推广应用后，每年可为企业多创
经济效益500多万元。

初到宁钢时，因为炼钢厂冒烟
严重，烟中粉尘污染周边空气，祝
志胜又动起了脑筋。他一面严抓厂
房改造，为厂房设置三重除尘，一
面把自己多年的生产经验传授给身
边同事，同时宣传环保理念，提高
大家的环保意识。如今，炼钢厂厂
房冒烟现象彻底消除。

2017 年，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炼钢厂正式成立“祝志胜劳模创
新工作室”，以祝志胜为首，集结
了 一 个 拥 有 23 名 工 程 师 成 员 的

“智囊团”，专门攻克解决生产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成立不到
一年，该团队已拥有十多项创新
成果。

工作至今，祝志胜获得了全国
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浙
江省“最美员工”、第二批“浙江
工匠”等一个又一个荣誉。如今，
他带领着工作室团队成员继续钻研
着一个又一个新课题，在炼钢之路
上不断迸发着创新火花。

“熊熊烈火”炼出创新之魂
——记“浙江工匠”祝志胜

昨天，2018 年鄞州区第六届
中小学生健美操联赛在宁波市第七
中学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区 32 所
学校的 6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规定
竞技单人操、三人操、五人操、规
定有氧舞蹈、自编有氧舞蹈、规定
花球啦啦操、自编花球啦啦操、综
合风格齐舞等项目比赛。

本次比赛在赛制安排上与全国
比赛接轨，采用电子屏即时亮分形
式，确保比赛成绩公正、透明。最
终，宁波市第七中学、华师大宁波
艺术实验学校代表队分获中、小学
组团体第一名。

（严龙 毛姗姗 摄）

健美韵律
舞动七中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徐超） 昨天上午，宁波边防支
队专案组对外公布“307”特大组
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案件进展
情况。记者从现场获悉，主要犯
罪嫌疑人“阿虹”（化名） 与“阿
芳”（化名） 目前已被检察院批
捕，数十名“三非”人员被拘留
审查。这标志着这起全国为数不
多的由外籍人员在境内组织策
划，与境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
结，多手段、全链条组织“三
非”人员，以多种形式偷越国

（边） 境来华非法务工的案件成功
告破。

据悉，去年 12月，宁波边防
支队接到群众举报，有多名外籍
人员聚集在海曙区，可能是偷渡
来华非法务工的。接到举报后，
边防支队立即组织三组警力，分
赴海曙重点区域进行排摸侦查，
可惜一无所获。

正 在 此 时 ， 转 机 突 然 出 现
了。“你好，有打火机吗？借个
火！”侦查员想抽支烟缓解下情
绪，就朝几名过路人借火。谁料
这几人均是“聋哑人”，只会用手
语进行表达。一个两个不奇怪，
但一批人都是这样，这个现象自
然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是不是
因为对方汉语不过关，怕和人接
触多了会曝光？”

接 触 多 了 ， 自 然 会 露 出 马
脚。“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可以看
出，这一定是有人让他们装的。”
侦查员说，经过几个星期的隐秘
调查，他们发现这伙人内部交谈
时使用外语，一旦要与外界交
流，立马就用手语表示自己是

“聋哑人”。根据发现的这一情

况，市公安局出入境等相关部门
与宁波边防支队随即成立代号为

“猎狐”的专案组，对这一伙人进
行全面侦查。

今年 1 月 12 日凌晨，犯罪嫌
疑人“阿芳”出现，开始与这些
躲避在一个小宾馆里的外国人交
流，随后将几人分别带上挂有上
海、杭州等地牌照的私家车。专
案组人员放长线钓大鱼，根据

“阿芳”这一条线进行深挖。随着
侦查不断深入，以“阿虹”为首
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的犯罪
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月6日，侦查员在外围布控
时发现“阿芳”携带大量的人员
资料经常性往来广西、上海、杭
州等地，并开始寻找位置偏僻的
宾馆。侦查员非常兴奋，可以断
定他们近期将会有所行动。

3月8日，专案组又获悉，新
的一批“三非”人员抵达海曙区
某宾馆。宁波边防支队立即组织
官兵抓捕，当场将“阿虹”“阿
芳”等主要犯罪嫌疑人，以及刚
落脚的6名“三非”人员和5名雇
主抓获。另外 17名“三非”人员
在杭州、嘉兴、金华等地落网。

经审讯，2013 年以来，加拿大
籍华人“阿虹”等人通过注册为家
庭服务的“空壳”公司，与境内外不
法分子相勾结，先后从国外招募
外籍人员，通过骗办“M”（商
贸）、“L”（旅游） 签证或是在西
南边境利用木筏渡河、翻越边境
铁丝网、绕小路躲避检查等方式
进入我国，一路隐匿潜到上海、
宁波等地，再由“阿虹”“阿芳”等人
介绍至各地非法从事家政服务。
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外籍人员组织他人偷渡来华非法务工被擒

我市边防成功破获
一起偷越国（边）境案

本报讯 （记 者徐欣 通 讯
员邵家艳 许耀立） 灯 光 闪
烁，霓虹交错。近日，我市引进
的第一个国字号服装设计行业机
构——“ 全 国 童 装 设 计 研 究 中
心”在江北授牌，首场时尚发布
会同时在白沙公园地下停车场举
办。

据悉，落户在华羽金顶时尚
科技公司的“全国童装设计研究
中心”作为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直
属行业分支机构，将借助宁波强

大的纺织工业历史基础，进一步
拓宽全国童装设计理念，共享童
装流行趋势。

“宁波装”百年来都是享誉全
球的一张闪亮名片。2016 年底，
华羽金顶落户白沙街道。“白沙处
于城市中心区，但又不同于其他城
区街道，它有摩登新潮的事物，也
有极富古典韵味的东西，古今、中
西这种强烈对比碰撞出的火花，也
赋予了我们源源不断的设计灵
感。”中心负责人宋祥说。

首个“国字号”服装设计
行业机构落户江北

【上接第1版】上下联动，部门
协作，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姚江二
通道（慈江）工程的快速推进，不仅
体现出政府的决心，也体现出企事
业单位、群众的同心和民间的智慧。

慈江闸站项目距离高铁线只有
百来米，又涉及大运河世界遗产保护
问题，运输线下就是油气管线。江北
区在积极开展政策处理工作的同时，
与中国石化、兴光燃气、铁四院及文
物部门多次召开讨论会，在最短时间

内拿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案。

既是生命线，也是风景线

等明年工程完工，当旅客坐高
铁来宁波经过慈城时，在列车前进
方向的右边，将会发现一个江心岛
上矗立着一座有浓郁中国风的“廊
桥”。江中碧波荡漾，岸边绿树林
立，岛上水草丰美、芦苇摇曳，一
派迷人的江南水乡风光。其实，那

就是慈江闸站。
姚江二通道 （慈江） 不仅是一

项重大的“生命工程”，也是一项
秀美的“生态工程”。在设计和建
设中，水利部门将生态、休闲、教
育、文化等功能融入其中，让老百
姓更深切感受水乡之美。

镇海澥浦闸站的工地上，主体
建筑已拔地而起。“澥浦闸站的建
筑，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澥浦船
鼓的造型，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特

色。”崔俊涛介绍，闸站的主体建
筑预留了空间，拟用作水利文化展
览厅，建成后对外开放，成为全市
水利文化的教育点。

除了防洪排涝，姚江二通道
（慈江） 兼具调节旱季蓄水和改善
周边水生态的功能。“几个闸站合
理调度，在干旱时为沿线农田供
水。同时，引入姚江的优质水源，
提高沿线地区的水质。”市水利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