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明中路北侧临时路已建成通车。 （宁海县住建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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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陈勇） 前天是宁波中小学正式开学
的第一天，小全在妈妈陪同下开心
地来到江北区洪塘中心小学，开启
新学期的学习。小全是一名特殊儿
童，今秋起与普通孩子在同一间教
室里随班就读。

这学期，除了按照课程表上课
外，学校资源老师还会在文化学科

方面对小全做个别辅导。每周，他
都要去设在该校内的江北区特殊教
育资源中心做半天的康复训练，那
里有专职的资源教师进行一对一的
服务。

此前，我市在全省率先出台保
障政策：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都纳入
本区域义务教育招生中。从今秋
起，我市残疾少儿与普通孩子一样

共享义务教育百分百招生入学。去
年，全市6至14岁持证残疾儿童少
年有 2057 人，其中仅有 12 人未入
学，入学率99.42%。

我 市 现 有 11 所 特 殊 教 育 学
校，其中 1所市级特殊教育中心学
校、9所县级培智学校、市民政局
下辖恩美特殊儿童学校 1所，共有
301 个资源教室。第一轮特殊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后，我市基本建立了
以特殊教育指导中心为核心，以特
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随班就读为
主体，送教上门和卫星班为补充的
特殊教育格局。

据悉，轻度特殊儿童可到户籍

对应的小学随班就读，部分特殊儿
童可进入特教学校设在普通学校的
卫星班，中度特殊儿童到特教学校
就读，实在无法入学就读的重度特
殊儿童会有老师送教上门。通过入
学前评估，从这 4种方式中选择一
种最适合孩子的；每名特殊儿童还
有量身定做的教学方案。

记者了解到，我市特殊教育还
向幼儿园和高中这两头延伸：以江
北为例，该区 12所学校里有特殊儿
童随班就读。今年该区总共 40个资
源教室里，幼儿园占 8席，幼儿园里
也开出特教卫星班；全区 15名送教
上门学生中，高中段的有6名。

今秋起，宁波残疾少儿都有书读
特殊教育还向幼儿园和高中两头延伸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薛丛川） 新学期开始，鄞州区
又有 6所新校园投用，分别是堇
山小学南校区、邱隘镇明湖幼儿
园、市机关二幼保利印江南园
区、鄞州实验幼儿园格兰郡庭园
区、德培幼儿园荣安香园园区、
姜山镇小城春秋幼儿园雅旭花苑
园区，总投资超过3亿元。

堇山小学南校区是最受关注
的新校区，是鄞州今年唯一建成
投用的义务段学校。堇山小学南
校区位于现有北校区的东南侧，

总投资 1.6亿元，设计规模 30个教
学班。新学期起主要是一二年级学
生就读。南校区以“求知强能的学
园、生动活泼的乐园、陶冶情操的
雅园、充满亲情的家园”的新文化
校园为建设目标，通过打造高定
位、高起点、高品质的多元化学习
生态系统，实现每一个孩子的多元
化差异发展。

除按高标准建造的明湖幼儿
园，另外 4所幼儿园均为普惠性的
小区配套幼儿园，都采用优质幼儿
园的集团化办学模式。

新学期鄞州6所新校园投用

郑建钢

据 9 月 4 日 《宁波日报》 民
生版报道，“美团外卖”作为网
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却未对
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和
许可证审查。近日，海曙区市场
监管局对美团网作出 20 万元的
顶格罚款，这是今年以来该局对
美团网开出的第二张罚单。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对老百姓来说，食
品安全是天大的事情。就拿外卖
食品来说，店家的营业执照、餐
饮服务许可证等证照是否齐全，
在网上公示餐饮服务提供者的信
息是否真实，都至关重要，容不

得半点的马虎和虚假。因为我们见
识了太多的伪劣食品危害老百姓利
益的事件，轻者影响身体健康，重
者危及生命。随时随地买到令人放
心的食品，是消费者翘首以盼的大
事，“美团外卖”显然让消费者失
望了。

经营食品外卖，如果想要通过
掺杂使假，达到牟取不正当利益的
目的，迟早会露出马脚，受到查
处。而像“美团外卖”那样一错再
错，更是令消费者难以容忍。被处
罚了两次以后，“美团外卖”该长
一点记性了，如果再不痛下决心进
行整改的话，其违法行为必将受到
更加严厉的处罚，而且还将受到广
大消费者的唾弃。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美团外卖”岂能一错再错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
员陈敏健） 前晚，第六届宁波市
戏剧小品、小戏、曲艺会演在象
山县文化活动中心进行了优秀演
员竞技比赛，意味着本次会演正
式落幕。

记者了解到，本次会演历时
两天，来自 10 个区县 （市） 的
20多支代表队、120多名演职人
员参加了比赛。宁波市戏剧小
品、小戏、曲艺会演是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的常规赛事，
每三年举办一届，至今举办了 6
届，是检验我市群众戏剧、曲艺
水平的重要平台。通过历届的会
演，发掘出一大批基层优秀的文
艺人才及精品力作，备战全国

“群星奖”、中国曲艺“牡丹奖”评
比大赛。

本届会演增设了优秀演员竞技
赛专场，并请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
演系教授范益松、浙江省非遗中心
曲艺专委会副主任施莉萌、浙江省
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周子清、浙江省
文化馆戏剧编导赵欣然等担任评
委。

本次会演的节目形式有小品、
甬剧小戏、快板、相声、宁波走
书、唱新闻……作品题材来自基
层一线的普通百姓生活，有的幽
默诙谐，有的寓教于乐，有的平
实感人，生动地反映了新时代基
层百姓的所思所想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备战全国“群星奖”“牡丹奖”

全市戏剧小品、
小戏、曲艺会演落幕

本报讯（记者徐欣 杭州湾
新区报道组胡玮 通讯员王静
瑜）“母乳喂养过程最关键，妈
妈们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
充足的睡眠和丰富的营养。”近
日，在沁园集团的“妈咪暖心
小屋”里，正值哺乳期的女职
工们舒适地坐在椅子上，一边做
着准备工作，一边观看哺乳期保
健视频。

这个在办公区域里隔出的
15 平方米的全密封空间，整体
布置温馨，放置着舒适的桌椅、
储奶专用冰箱、母婴用品等各种
便利设施。自开张以来，“妈咪
暖心小屋”成了公司哺乳期女职
工的人气目的地。

“出门在外，挤奶总是遇到

各种尴尬，真的不方便，有些妈
妈 因 此 患 上 ‘ 产 后 上 班 恐 惧
症’。而公司这个‘妈咪暖心小
屋’，让我们不但有了一个私密
的空间，还能了解各种哺乳保健
知 识 。” 女 职 工 小 林 告 诉 记 者 ，

“背奶族”妈妈再也不用躲进厕
所挤奶，家在单位附近的，宝宝
也可抱来直接在妈妈上班的地方
喝到母乳了。

沁园“妈咪暖心小屋”全天候
开放，每天平均使用人次超过 30
人，并设有专人管理，每天定时整
理打扫，添置母婴用品，播放舒缓
的轻音乐，为准妈妈和新妈妈提供
温馨服务。

据悉，杭州湾新区这样的“妈
咪暖心小屋”已建成16家。

为让哺乳期妈妈享受最暖心的关怀

杭州湾新区建成
16家温馨“妈咪暖心小屋”

图为“妈咪暖心小屋”。 （徐欣 胡玮 摄）

本报讯（吴明） 前天，在“第
二届中国基层医生好声音”评选活
动中，鄞州区百丈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推送的参赛作品——《家庭
医生在您身边》（小品） 获得了

“最具风采”奖。
《家庭医生在您身边》 由鄞州

区百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郭大
中、宋桢、魏旭东三名年轻医生表
演，讲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医生
为社区病人贴心服务，受到居民称
赞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捧回奖杯的第二
天，魏旭东医生收到了中山小区一
对七旬老夫妻送来的“医者仁心，
亲如家人”的锦旗。

8 月初，家住中山小区 66 号
103 室的龙老伯因体表软组织肿块
在上海医院动了手术，出院后在家
休养，遵医嘱需天天换药，但去医
院非常不便。魏旭东医生得知此事
后，迅速帮病人办理了家庭病床，

由社区医生上门服务，这样既免去
病人折腾之苦，又缓解病人子女的
精力牵制。而且，魏旭东主动承担
了这一任务，成了龙老伯的家庭医
生。

从 此 ， 每 天 上 午 10 点 半 左
右，魏旭东总会准时前来。有段时
间刮台风，龙老伯想着魏医生可能
不会来了，不一会儿，门铃响了，

“魏医生来了！”看着雨幕中的魏医
生，两位老人感动不已。魏医生常
常一边细心地替老伯消毒、换药，
一边安慰鼓励老伯，打消他的顾
虑，同时还用手机给伤口拍照发给
老伯的子女，以便他们及时了解情
况。20 多天里，魏医生天天准时
上门，直到老伯伤口愈合。近日，
老伯去上海医院复查后又配了针
剂，需隔天注射，以巩固治疗，但
外配针剂在几家医院代注射碰到困
难，此时又是魏旭东医生伸出援助
之手，解决了这一难题。

刚捧回奖杯 又收获锦旗
魏旭东成了“最具风采”的家庭医生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徐
迪） 昨天下午，记者从有关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以“倡导全民健身，
发展体育产业，打造健康宁波”为
主题的 2018 全国户外运动产业发
展大会、浙江省第七届运动休闲旅
游节和 2018 中国宁波体育产业博
览会将于 9 月 14 日至 16 日在我市
举行。

2018 中国宁波体育产业博览
会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宁波市
体育局承办。本届体博会突出“户
外运动、时尚休闲、健康生活”的
主题，分为 8 大展区，参展企业

150 家，其中国内外知名参展企业
30 余家，包括红双喜、阿迪达斯
等知名品牌。

2018 全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
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
理中心和中国登山协会主办，是
全国户外运动产业最高规格的大
会。今年大会将邀请全国各地 200
多位体育界负责人、户外运动专
家和业内人士参会。大会将举行
开幕式、主旨演讲、嘉宾对话和
发 布 中 国 户 外 运 动 大 数 据 等 活
动，其间还将举办高峰论坛和徒
步体验、露营、班夫户外电影节等

活动。
浙江省第七届运动休闲旅游

节是由浙江省体育局、省旅游局
联合主办的一项传统节庆，每年
由各地级市轮流举办，今年是第
一 次 落 户 宁 波 东 钱 湖 。 活 动 期
间，将举办东钱湖健步大会、水
上运动嘉年华、音乐露营大会、
长三角地区城市定向邀请赛、班
夫户外电影节和全省十大运动休闲
湖泊评选等。

“三会”期间，主办方将举办
“户外休闲产业与城市发展”高峰
论坛，邀请国内外权威体育产业专

家解析体育产业发展的现状、前
景，为宁波体育产业的发展、经济
的转型升级、健康宁波的建设、现
代服务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三
会”期间，一批有影响力的体育产
业项目将落户宁波。

此外，体博会期间还将举办
EWG 国际女子电竞对抗赛、3V3
青少年篮球赛、青少年轮滑表演、
城市定向邀请赛、大学生青年体育
产业创业创新大赛、户外运动嘉年
华和水上运动展示等七项赛事活
动。广大市民可凭身份证领取免费
门票。

宁波体博会等三大活动下周举行

本报讯 （仇龙杰 海文） 昨
天，宁海天明中路北侧临时路通车
了。该路建成后，将极大地改善周
边回浦区块与竹口区块居民的通行
条件，并为当地天明中路的复工建
设提供安全保障。

“边上有工业园区、小学、医
院，有多少人每天上班要从这里经
过？有多少小学生从一年级走到了
毕业？有多少生了病的百姓在忍受
这条破路的颠簸？”今年 7 月 13
日，网友曾就宁海天明中路的坑洼
难行问题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
问政平台发帖投诉。帖文称，这条
不足 1.4 公里道路，给周边群众的
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这一问题于7月23日在本报曝
光 后 ， 引 起 当 地 领 导 的 高 度 重
视。宁海县委主要领导第一时间
亲临现场，召集相关部门查摆问
题。相关部门成立了专项整改小
组，落实整改责任，加快征收和
建设进度，同时计划在天明中路
北侧修建一条新的临时路，方便老
百姓出行。8月22日，这条临时路
正式开工建设。

昨天，记者从宁海县住建局获
悉，这条临时路已建成通车。临时
路全长 820 米，宽 6 至 8 米，投资

约 122万元，由浙江盛振生态建设
有限公司承建。

为有效缓解施工对周边区域通
行的影响，该工程自开工以来，每
日延长施工时间，抢赶工期。宁海
县住建局积极优化施工方案，增加
机械、人力，督促有关方面及时供
给施工材料，并合理调整工序，减
少天气因素对施工的影响。

该临时路根据城市道路工程标
准设计，考虑到经过该段道路的大
型车辆较多，当地住建部门还计划
在道路两侧设置限高等相关设施，
控制大型施工车辆通行，确保周边
居民的通行方便与安全。

据了解，作为当地民生重点
工程的天明中路于 2010 年 9 月开
建，规划全长 1355 米，分两期建
设，一期西段约 360 米已经建设
完成，而网友投诉的中间段因相
关拆迁工作尚未完成，目前还不能
进场施工。对此，宁海相关部门和
单位多次协商，现已取得了一定进
展。

发现身边文明或不文明，请您
通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宁海天明中路北侧临时路昨通车
困扰群众多年的问题得到解决

昨晚，兴宁中学校园里突然响起动感十足的音乐，一群青春洋溢的
学生轮番表演歌舞、魔术、相声等节目，短时间汇聚起一片欢呼和掌
声。去年以来，该校每学期推出 10次左右校园快闪活动，在紧张学习
之余为学生搭建起自我展示的舞台。

（陈璐琳 张频 摄）

校园快闪 欢乐流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