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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陆海云 乌雯雯）昨天，在李惠利医
院住院部的病房里，奉化援疆教师
虞旺钢打着点滴，安心静养。因为劳
累过度，急性肾病发作，3 天前，他
从新疆库车被护送回宁波治疗。

据奉化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虞旺钢是尚田中学的数学教师，
从教13年的他是一名“80后”。虽然
家里有两个孩子，小的不足 2岁，去

年，他还是主动报名参加了为期一
年半的援疆支教工作。

去年 9 月，作为奉化区第五批
援疆教师，虞旺钢开始了在库车县
第三中学的支教工作，负责初一 1
个班的数学教学，另带着 2 名徒弟
以及班主任培训等工作。

1月2日，原本就感到身体不适
的虞旺钢，忍着腹痛硬撑着上完上
午两节数学课。午间回寝室休息时，
一脸冷汗、疼痛难忍的他敲响了隔
壁来自李惠利中学援疆教师刘海的
寝室门。

“虞老师满头大汗，嘴唇发白，
连话都说不出……”刘海回忆说。他
立即找到车辆，并报告援疆指挥部，

将虞旺钢急送至库车县人民医院。
经检查发现，虞旺钢患了急性肾结
石、肾积水，这种病的疼痛指数达到
9 级（最高 10 级）。考虑到后期治疗
和恢复需要，医生建议虞旺钢返回
浙江治疗。

在援疆指挥部和宁波教育部门
的协调联系下，虞旺钢由专人陪护，
搭乘飞机于 1 月 4 日晚抵达杭州萧
山国际机场，随即被送往宁波李惠
利医院治疗。

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虞老
师这次突发急病，和高强度的援疆
执教工作不无关系。他和其他援疆
老师一样，平常课余时间也忙于备
课、改作业、辅导学生，默默奉献。

去年 11月以来，库车县最低气
温降到零下 16摄氏度，常伴有沙尘
天气。眼下临近期末，工作更加忙
碌。艰苦的条件、工作的压力、远离
家人的寂寞等，虞旺钢默默忍着，只
要学生需要，随时待命、随时辅导。
平日里有些头疼脑热，他都是“忍忍
就过”。这次病倒，他的第一反应也
是不告诉家人。

这几天，虞老师的病情牵动很
多人的心。记者获悉，经过几天的治
疗，目前，虞老师的病情恢复比较理
想，再过些日子，可以回家休养了。
病床上，虞旺钢念念不忘库车的学
生们：“希望自己快点康复，早日回
到支教岗位。”

奉化援疆教师累倒在岗位上
被紧急送回宁波治疗

苑广阔

临近春节，记者了解到，今年
宁波的大型酒店、餐馆年夜饭预
订异常火爆，大部分酒店年夜饭
包厢被订空，一些酒店大堂还有
少量位置。大年夜四世同堂包民
宿、在民宿自己动手做年夜饭、网
购半成品年夜饭……走访中记者
发现，今年年夜饭劲吹“私人定
制”风（1月7日《现代金报》）。

异常火爆的年夜饭预定、一
个大家庭甚至一个大家族包下好
几间民宿，几世同堂过大年……
这些新的过年形式告诉我们：年
还是那个年，但过法确实有了很
大变化。与此同时，不管年的过法
如何变化，年味并没有变淡。比如
因为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
小家庭越来越多，过年的时候未
免冷清，于是几个小家庭并作一

个大家庭，或者是整个家族一起过
年，就让过年气氛热闹浓烈了很多。

就以年夜饭为例，以前大家都
是在家里吃，很少有外出的。最近几
年，外出吃年夜饭的人越来越多，俨
然成为一种“新年俗”。围绕外出吃
年夜饭，坊间一直不乏质疑的声音，
有人认为这缺乏年味，只有自己动
手“忙年”，才更有年味。或是为了平
衡，或是出于妥协，有人选择从饭店
或网上购买半成品年夜饭，回家自
己加工，也不减年味。

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到外地
包民宿过大年，一大家人动手做
年夜饭，是新兴的过年方式。异
地过年，可以体验到不同于家乡
的过年风俗、人情；整个大家庭
聚在一起，可以拉近家庭成员的
感 情 ； 对 那 些 喜 欢 清 静 的 人 而
言，还可以摆脱过年时一些不必
要的应酬和交际。

过年没有固定的形式，也没有
一成不变的习俗。只要不脱离团圆、
亲情、和爱等理念，只要家人能够开
开心心在一起，怎么欢喜就怎么过
年。

过法在变化，年味依旧浓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
员陈健波） 昨日下午，九三学社
宁波市委会八届四次全体 （扩
大） 会议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 大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九
三学社十四届二中全会和浙江省
八届三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九
三学社宁波市常委会年度工作报
告，并表彰先进。

一年来，九三学社市委会紧
扣宁波“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初心引
领，勤履职、善建言，强组织、
聚人才，加快建设“思想上更加
坚定、履职上更加坚实、组织上
更加坚强”的新时代参政党地方

组织，被九三学社中央评为“2018
年度九三学社先进集体”。市两会
期间，共计提交市人大代表建议
16件，市政协集体提案7件、委员
提案37件；4件参政议政调研成果
获省市领导批示；多次组织知名医
卫专家开展社会服务；精准扶贫吉
林延边和贵州黔西南。

会议号召，全市各级九三学社
组织和广大社员，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弘扬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扎实
推进参政履职有作为、社会服务见
实效、自身建设上台阶，推动宁波
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以优异的成
绩向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
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 70 周
年、五四运动100周年献礼。

九三学社宁波市委会
八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举行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勇祖轩

【人物名片】
潘超宇，1974 年出生，宁波

培罗成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师，
被授予浙江工匠、浙江省首席技
师、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全国
技术能手等称号，获评浙江省“万
名好党员”。

【闪光事迹】
“对于企业来说，做好产品，

是唯一的选择。对于一线技术人
员来说，同样没有第二个选择。”
从业 20多年，潘超宇已成为培罗
成的首席技师，在服装行业独当
一面。

潘超宇所在的制版环节，是
衣服从构想到成品过程中承上启
下的重要一环。埋首在堆满剪刀、
牛皮纸、卷尺的工作室里，潘超宇
整天和各类布料材质打交道，和
各种人体模型打交道，反反复复
地测量、勾画、裁剪、调整……

“每一个款式每一个版型都
需要反复推敲，布料材质如何，上
身效果如何，细节往往决定了成
败。”潘超宇说。

关注到同一工种不同地域职
工不同的穿衣习惯，关注到职业
西装裤冬天既要保持版型又要防
止膝部受凉，关注到一些顾客有
关于防止手机辐射的需求……面
对工作，潘超宇的心，总是比一般
人要细。

培罗成制作一套职业装，耗
材大约是 2.85 米。为了让布料利

用率最大化，潘超宇反复琢磨初毛
样，希望从衣服肩角和领角上省出

“丁点儿”布料来——而这减少的 1
厘米，能够为这家年产 20多万套职
业装的公司节约成本20万元。

潘超宇说，行业内平均返修率
是 1.5%到2%，而去年培罗成的返修
率仅在0.8%到1%。可以说，潘超宇的

“匠心”，体现在从衣角料中一厘米一
厘米省下的成本上，也体现在为不同
顾客量身打造的细节上。

2014 年，某航空公司服装类项
目招标。但根据对方提供的版型和
材料，做出来的衣服肩上的褶皱很
难避免。对此，潘超宇和团队成员不
分昼夜连续加班近一个星期，终于
研发出了“双抽缩分烫定型工艺”，
解决了插肩袖肩端容易扭曲凹陷的
隐患，最终以技术分第一的成绩拿
下6000多万元标的。

利用废弃的裤子拔裆机改造出
“贴体插肩袖分烫定型机”，大大提
高了工作效率和稳定性；设计变型
推板法应用到女职业装中，使样板
对人体覆盖率得到提升，产品返修
率大大降低……

多年来，潘超宇通过以其名字
命名的“潘超宇技能大师工作室”申
请专利 22项，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

“金字招牌”。
【个人感悟】

“我们技能工作室 10 名成员
中，7名是党员，每次遇到什么疑难
杂症，党员就是冲到一线的‘急先
锋’，在克难攻坚中承担起应尽的
责任。”

潘超宇：细节间守住“匠心”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
员陈芳）上月 27 日，浙江省自然
资源厅公布了《浙江省自然资源
厅关于 2017 年度省级国土资源
节约集约模范县建设考核结果公
告》，我市的江北区、镇海区榜上
有名，获评“省级国土资源节约集

约模范县（市、区）”称号。
据介绍，省级国土资源节约集

约模范县建设考核工作是我省创建
全国国土资源节约集约示范省的重
要载体，是实施“亩均论英雄”改革
的重要举措。我省12个县（市、区）入
选省级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

江北镇海获评
省级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区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苏钧天） 昨天，宁波诺丁汉
大学卓越教师培训中心正式成
立。宁波诺丁汉大学计划投入
150 万 元 ， 在 未 来 3 年 内 培 训
600 名来自乡村或贫困地区的英
语教师。其中，为支持本地教
育，将培训宁波及周边地区乡
村英语教师 150名。

记者了解到，过去两年内，
宁波诺丁汉大学已为 200多名来
自山西、贵州、云南、甘肃等地
的教师提供了培训，还为本地农
民工子弟学校春晖小学提供教师

培训服务，并定期派送学生志愿者
前往教授英语。

据悉，宁波诺丁汉大学卓越
教师培训中心主要开设国际化领
导力项目、菁英教师发展项目、
乡村及贫困地区教师支持项目、
教学资格认证课程、国际课程研
发和教育咨询项目等五个项目。
该培训中心致力打造成一个商业
和知识交流的平台，同时，拟通
过各类社会活动促进文化交流，
建立沟通桥梁，以期成为中国国
际化程度最高、教学质量最高的
教师培训中心之一。

宁波诺丁汉大学卓越教师培训中心成立

3年将培训600名
乡村或贫困地区英语教师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虞南） 回望去年，宁波有哪些天气
现象让你印象深刻？昨天上午，市
气象局发布 2018 年度十大天气事
件。数据显示，去年我市空气质
量 继 续 向 好 ， 全 年 霾 日 共 计 25
天。近年来，我市多措并举治理
大气污染，关停污染企业、节能
减排，同时推行新能源使用和绿
色出行。自 2013 年以来，霾日已
连续五年递减，空气质量有所好
转。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下，
我市年均偏暖势头难挡。数据显
示，我市去年春季平均气温达到
18℃，较常年同期偏高 2.6℃，为
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的春季；夏季
气温温和，高温日数与历史同期相
比偏少三成。我市全年平均气温
18℃，较常年偏高 1℃，是 1997年

以来第22个偏高年。
去年 3 月至 4 月，全市平均降

水量 143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
42%，春旱露头，尤其南部县区出
现明显气象干旱特征，白溪水库
库 容 更 是 一 度 下 降 到 历 史 最 低
位，对供水产生明显影响。市气
象台副台长钱燕珍介绍，面对日
益紧张的用水形势，市人工影响
天气办公室统筹协调，在奉化、
宁海、象山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 13 批次，共增水 4160 万吨，效
益显著。其中仅白溪水库在入梅前
库容就提升了11%，梅汛期后提升
至40%。

去年汛期，台风频频袭扰，让
人印象深刻。去年影响我市的台风
有 6个，主要表现出影响台风个数
多、影响间隔时间短、路径怪异、
登陆点少见、移速快、造成的影响

风大雨不大等特点。其中“安比”
“云雀”“温比亚”3个台风登陆上
海，“云雀”“温比亚”2个台风同
在 8月由东向西进入杭州湾，均属
历史罕见。受台风影响，宁波沿海
海面频繁出现 10 级至 12 级阵风，
对渔业影响巨大，内陆地区也有 6
级至8级阵风。

连续阴雨寡照，对我市农业产
生不少影响。去年 12 月以来，我
市多阴雨天气，全市平均月累计降
水量 162毫米，约为常年平均值的
三倍，其中北仑、慈溪、镇海三地
破历史同期最多纪录。去年12月3
日至 16 日，我市出现了持续两周
的阴雨寡照天气，全市平均日照时
数仅 3.3 小时，破历史同期最少纪
录。12月7日入冬后，我市转为严
寒 天 气 。 12 月 份 内 出 现 两 场 降
雪，分别出现在 8日至 9日和 30日

至 31 日 ， 其 中 年 末 降 雪 更 为 明
显，为 2018 年画上了银装素裹的
句号。持续阴雨寡照导致全市 9.8
万亩连作晚稻迟迟无法收割。光照
不足、湿度大等因素导致蔬菜和大
棚经济作物生长不良，病害加重。

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具体为:1、
春暖夏爽秋季长，年均偏暖势难
挡；2、惊蛰雷暴大风起，浓雾持
续阻交通；3、三四月里降水少，
人工增雨缓旱情；4、五月高温破
纪录，入夏偏早半个月；5、入梅
偏迟梅期短，梅中有伏对流强；
6、汛期台风频袭扰，八月两闯杭
州湾；7、弱冷空气显神威，携手
倒槽降暴雨；8、污染治理见成
效，连续五年霾日减；9、十二月
里不开天，阴雨寡照难收晒；10、
年头岁尾纷纷雪，低温冰冻拜早
年。

2018年宁波十大天气气候事件揭晓

霾日连续五年递减 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我身边的红色标杆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 （记者樊卓婧 严龙）
昨天上午，《新侨艺报》“小艺术家
俱乐部”授牌仪式在鄞州区第二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幸福校区举行，该
集团 155个孩子拿到了第一批专门
设计的“艺术护照”，以此记录他
们今后艺术之旅的足迹。

《新侨艺报》 是由宁波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市文联协办，市教育局
支持的宁波唯一专业艺术报。“小艺
术家俱乐部”的成立，将为孩子们打
造更大、更专业的平台。

今后，《新侨艺报》 将为第
一 批 “ 小 艺 术 家 ” 针 对 性 地 设
计、安排丰富活动：与建筑、古
迹、花草对话，了解一砖一瓦一
草一木之美；和宁波最顶尖的书
法家、画家、作家面对面，他们
点评孩子的作品；去宁波各个名
校，体验他们研发多年的经典艺术
课；参观各个展览，让名家讲解优
秀的艺术作品……《新侨艺报》将
安排充足版面，让孩子们的作品和
我市知名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刊
登。

图为浙江省优秀艺术教师、鄞
州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章国明
校长在给“小艺术家”介绍美术作
品。 （唐严 摄）

《新侨艺报》小艺术家俱乐部成立啦！

新年伊始，慈溪市七彩果蔬农场
组织员工冒着严寒，在果蔬大棚里修剪
枝条，做好冬季农作物田间管理，确保
新年丰产丰收。 （林松根 严龙 摄）

修枝待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