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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不将就，新选
择”为主题的广汽本田奥德赛
锐·混动上市发布会在甬举行。

在一段体现奥德赛·锐混动
“宜商宜家用多维场景”的情景
舞蹈后，伴随着漫天升起的缤纷
彩球，奥德赛锐·混动揭开了神
秘面纱。

广汽本田奥德赛锐·混动
搭载第三代 i-MMD 双电机混
动系统，在爆发超强动力的同
时兼具燃油经济性和丰富的驾

驶 乐 趣 ， 尽 显 混 动 MPV 运 动 个
性。

新车拥有高识别度的混动专属
运动外观，以及本田全球首创的

“ 魔 术 感 应 门 ”、 升 级 的 Honda
SENSING 安全超感系统、远程发
动机启动等前瞻智能科技，整体
静 音 性 能 也 全 面 提 升 。 奥 德 赛
锐·混动作为广汽本田首款油电混
动MPV，以MPV+i-MMD的全新
组合，实现了驾驶乐趣与乘坐舒适
性的高度融合，为 MPV 市场注入

活力。
奥德赛锐·混动共有 6 个版

本，享有整车“三年或十万公里”
及动力电池“十年或二十万公里”
的双重高标准保修政策，广汽本田
特别推出“保养无忧礼”和“优享
置换礼”：即日起购买奥德赛锐·
混动的用户可享受“三年 6 次(含
首保)免费基础保养”；二手车置换
用户还可享受“5000 元/台的置换
补贴”。

（王 颖）

广汽本田奥德赛锐·混动宁波上市

5月11日，位于鄞州姜山的
枫丹江宁——港岛光学示范区揭
开面纱，高颜值示范区吸引着区
域内外的客户。这是合能在甬继
开发宁玥府后的第二个项目。

“枫丹新作，进阶宁波”，合
能的高端力作枫丹系产品可谓
惊艳全场。他们深耕宁波的决
心在这个超越人们想象的示范
区里得到了全面诠释，其倡导
的兑现城市美好居住梦想，在向
往美好生活的人们心中埋下一颗
梦想的种子——生活本就该如此
舒阔。

合能始终贯彻“以建筑之能

筑梦想人居”，以“城市生活梦想
家”为己任，它在助力实现城市美
好居住梦想的路上，最关心的不是
发展规模速度，而是产品的质量与
品质，为业主提供完美居住体验的
同时，更加关注产品所承载的生活
感受。

历经两年潜心雕琢，枫丹江宁
是合能对宁南人居的再次解读。宁
波鄞南板块炙手可热，区位发展势
不可挡。姜山素有“鄞南重镇”之
称，是鄞州传统工业强镇和农业大
镇，全国发展改革试点小城镇、省
级中心镇。她，以宜业宜居宜游的
现代化新城区的姿态，主动对接宁

波大都市区建设，展现出其作为鄞
州区与奉化区“桥头堡”的价值和
功用。合能地产的扛鼎之作——枫
丹江宁以低密度洋房产品为定位，
在产品规划、园林打造、社区配
套、物业服务标准等方面贴心考
虑，迭代升级，以领先的居住品
位，倾力打造地标级作品，致力于
呈献与时代匹配的臻美力作。

“示范区的亮相只是开始，枫
丹江宁乃至宁波合能，将用经典的
产品让市民感受到爆款楼盘，成就
城市现象级的人居文化。”项目负
责人这样表示。

（韩 郁）

枫丹江宁：

低密度洋房诠释城市美好居住梦想

5月13日晚，佳兆业·东宸
壹品开发商举行了一场主题为

“登峰东城，立序世界”的产品
发布会。

这是佳兆业落子宁波的首场
发布会。现场有光影视听盛宴、
大咖的经典对话以及产品推介等
环节。佳兆业集团总设计师对产
品特色和设计理念进行深度解

读，让来宾对佳兆业的综合实力、
产品体系、品牌理念等方面有了深
入了解。

佳 兆 业 经 过 20 载 的 蝶 变 之
路 ， 精 工 匠 心 倾 注 东 宸 壹 品 项
目 ， 规 划 了 5 栋 围 合 式 滨 水 住
区，以自然造景，融入现代互动
艺术，整体将呈现出一种现代极
简并融合东方元素的建筑艺术居

所。
从地图上看，项目位于东部

新城、老江东交汇处，整合一城
优质资源，集聚银泰城、世纪东
方等商圈配套，该项目户型的建
筑面积 135 平方米至 195 平方米，
以考究的宽境布局，为美好生活
赋能。

（韩 郁）

佳兆业·东宸壹品产品发布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牟
家金 陈延山） 这两天，在第 906
医院，一张医生拄着拐杖出诊的背
影照着实“火”了一把，医生护士
争相转发朋友圈。

这位医生就是第 906医院老年
病区主任罗学胜。几天前，罗医生
参加军事训练，不巧小腿肌肉撕
裂，无法行走，只能住院治疗。昨
天上午是他的门诊时间，为不让病
人失望，罗医生不顾护士反对，脱
掉病号服换上白大褂，坚持拄着拐

杖去门诊室。
从住院部走到门诊室，罗医生

额头上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这
一幕正好被例行巡查的护士长看
到，她悄悄地拍下了罗医生拄拐的
背影。

放好拐杖刚坐下，诊室的门就
被患者敲响……很快，罗医生桌前
的病历本堆成了“小山”。护士长
几次要给他的水杯加水，都被他用
眼神阻止。诊治间隙，他向护士长
解释：我现在行动不便，水喝多了
就会去洗手间，患者进门没看到医
生，心里肯定不得劲。

“我就知道，罗主任一定在。”
10 点许，一位上海老患者哈哈笑
着走进门诊室，诊疗完毕却发现罗

医生身后靠墙处有一副拐杖，询问
才得知罗医生当天是带伤坐诊。

“谢谢！谢谢！”这位 80 岁的患者
朝他深深鞠了一躬。

其实，罗学胜带病坐门诊，已
不是第一次。从首次坐门诊到现
在，整整 25 年了，罗医生每周二
的门诊，从来没有出现过请假缺诊
的情况。

门诊部护士长夏筠筠给记者讲
了几件往事。2017年2月中旬，罗
学胜感冒发烧咳嗽，以为他不会出
诊，夏筠筠正准备把坐诊的专家姓
名牌换掉，不想罗医生却按时出现
在门诊室，手上还吊着输液瓶。
2018 年 8 月初，罗学胜连续 3 个晚
上抢救危重患者，可周二门诊时

间，他又按时出现在门诊室，眼睛
布满血丝。为保持头脑清醒，罗医
生不断地使劲掐手臂，半天门诊结
束，罗医生左手臂上布满了青一
块、紫一块的掐痕。

说是住院治疗，罗医生却从不
曾放下他的病人。住院期间，他
天天拄着拐杖查房，参加床边会
诊，因为不能长时间站立，他就
坐在病床上给病人看片子。前日
凌晨，隔壁病房一位 92 岁患者突
发脑梗，罗学胜急忙拄着拐杖赶
到现场，坐在病床边现场指挥抢
救，一个多小时后，患者被救了
回来。前来感谢他的患者家属看
到他的病号服，才知道他也是个
住院病人。

脱掉病号服换上白大褂

放不下患者，他拄着拐杖去坐诊

文武

宁 波
市 首 个 家
长 成 长 学

院在北仑揭牌成立。家长成长学
院是由家庭教育专业人士和学校
骨干教师及社会志愿者组成，为
提高家长素质和家庭教育水平，
宣传正确的家庭教育思想，普及
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而组织的成
人教育机构。

从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说，从
事任何一个职业，都需要先培训
后上岗，不合格则下岗，经过培
训合格了再上岗，这是现代的从
业规律。父母也是一门职业，而
且是全世界最困难的职业之一，
因为父母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
到孩子的一生。可是，为人父母
不用拿证，我们就这么做了，而
且一做就是一辈子。

目前有不少父母在激烈的社
会竞争和生活压力加剧下，没有
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教育管理孩

子，更有一些父母深感自己和信
息化时代的孩子差距在加大，不
了解孩子的内心；加之父母家庭
教育知识的缺乏，教育方法的滞
后和教育手段的简单化，不能很
好地履行父母的职责。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这是不可否认的。父母是否合
格，主要体现在对孩子的教育
上。无数的事实一再证明：优秀
孩子出自优秀家长之手，问题孩
子的背后必然站着不合格的家
长。父母教育孩子需要一种教育
素质，而这并非天生就有，也不
是靠经验就能获得的，必须在学
习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做父母的
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取得做一
个合格父母的资格。

期待我市有更多“家长成长
学院”成立，期待有更多的家长
在“家长成长学院”结业，做一
个有“执照”的家长，这对孩子
们的成长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做一个有“执照”的家长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朱
东 陈力文）《鄞州区打通“断头
路”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9 年-
2021 年）》日前出炉，未来 3 年，主
城区将打通17条“断头路”。

根据部署，今年要打通的 6条
“断头路”，分别为泰安西路（广德
湖路-滨江路）、桑田北路（曙光北
路-甬江大道）、纬一路（宁姜公
路-百梁南路）、百梁南路（鄞州大
道-日丽西路）、金达南路（崇实
路-鄞州大道）、紫城南路（金和
路-鄞县大道）。其中，纬一路、百
梁南路和紫城南路已经完工，金达
南路计划在 7月通车，泰安西路和
桑田北路年底完工。

明年计划打通的 6 条道路分
别为樟溪北路 （长丰二路-环城
南路） 和长丰一路 （樟溪北路-
广德湖北路）（二标段）、长丰二

路和长丰四路项目 （二标段）、迎
祥路 （金达南路-福庆路）、悦盛
路 （江东南路-新典路）、建兴西
路 （江东南路-新典路） 和星辰
路东延 （百宁街-沧海路）。

2021 年计划打通的 5 条道路
分别为凤起北路 （潘火路-长寿
东路）、金家一路 （宁丰路-河
流）、桑田北路 （曙光北路-江南
路）、滨江路 （四明西路-三桥
江、鄞县大道-惠风西路）、钱湖
南 路 南 延 （鄞 州 大 道 - 庆 元 大
道）。

另据了解，自 2011 年市委、
市政府作出打通“断头路”专项
行动部署以来，鄞州区“断头
路”打通工程一直在持续推进
中，在过去 8 年间累计打通 31 条

“断头路”，不仅回应了群众呼
声，也完善了主城区的交通路网。

鄞州主城区未来3年
打通17条“断头路”

本报讯 （通讯员张立 史媛
记者陈朝霞）“饭菜是简单的，但大
伙吃得很开心。”昨天傍晚，海曙区
章水镇樟村街 58号的“同桌活动”
又开始了，18户人家围坐在一起，
一边共享晚餐，一边谈笑风生，温
馨融洽的场面令人生羡。

“住在一起的有退休干部，也
有本村村民，平时大伙亲得像一家
人。”住在 4 楼的应红英笑呵呵地
说，楼道居民经常一起烧菜吃饭，
邻里关系哪能不和睦。

应红英说的一起吃饭，其实已
有 20年“历史”。她说，她家是地
道的农民，地里收获了番薯、玉

米、土豆等，就会分发给邻居，数
量不多，也不值几个钱，但就从那
个时候开始，大伙的距离拉近了。

“当时有人提议，大家何不一起做
菜吃饭。”应红英说，在农村家门
口支个桌子吃饭很常见，就这样

“同桌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只要天气好，人凑齐，我们

就会一起吃饭，这感觉就像一大家
子过年，热闹！”70岁出头的童国花
格外热心，她有时还会叫上几位厨
艺好的姐妹，给大伙“开小灶”。

慢慢地，这一桌“邻里饭”成了
当地人的美谈。“我的几个城里朋友
羡慕得不得了。”徐珍妃自豪地说，

农村人家不仅热情好客，彼此也互
相照应，这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情谊。

如今，浓浓邻里情从饭桌流溢
到日常生活，邻居之间互相帮助成
了司空见惯的事。住在一楼的阿婆
义务看管各家的钥匙，但凡有个收
衣收被、紧急事情，阿婆总会伸手
帮助；老党员发挥余热，谁家有困
难只要能帮上忙，决不推辞；能歌
善舞的居民还发动大伙练起太极
拳，跳起广场舞……

“樟村街 58号已有知名度。”家
住樟村老街的崔大妈表示，因为这里
的邻里氛围实在太好，平时吸引了
周边的不少村民前来小坐唠家常。

20年同吃“邻里饭”

海曙章水18户山里人家浓情感人

本报讯 （通讯员王茵 孙丹
静 记者王珏）“大半辈子受恩于
社会，这次也算是为大家作点贡
献。”5 月 14 日，一个普普通通的
日子，对镇海骆驼街道团桥村村民
舒剑光来说却意义非凡。这天，他
在《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
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姓名，成为今
年镇海区第一个签订遗体器官捐献
的残疾人。

出生于 1971 年的舒剑光先天
肢体残疾，双脚无法站立，平时仅
靠一辆残疾车代步。年轻时，他在
村委会的帮助下，到附近企业打零

工。母亲和兄长过世后，上了年纪
的他靠政府补贴度日，生活十分艰
苦。

今年年初，舒剑光在电视上看
到有关志愿者捐献遗体器官的报
道，心中便萌发了一个想法——捐
献遗体器官。“电视里一对父女，
健健康康的，志愿捐献遗体，我看
了很感动。”由于身体不听使唤，
舒剑光的表达有些吃力，但他的脸
上一直带着笑容，淳朴而温暖。

“这么多年来，社会给了我很多帮
助，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回报
社会、回报大家。”

“我愿意捐献我的眼角膜和遗
体。”签完登记表，舒剑光接过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递上的两张卡，一
张是红色的志愿捐献遗体登记卡，
一张是黄色的角膜捐献登记卡。坐
在残疾车上，舒剑光拿着卡看了又
看，笑得很开心。

“大半辈子受恩于社会，我也要为大家作点贡献”

镇海一残疾人
志愿捐献遗体

昨天上午，在宁波航天科技体验中心，鄞州特教中心北校区的孩子
们正在观影。当天，市公交 30 路班组开展“爱与你同在”主题活动，
志愿者带领小朋友圆了航天梦。自 2014 年结对以来，该班组成员带领
孩子们上交通安全课、进超市体验生活、开展爱心义卖等，帮助他们认
知社会、融入社会，培养自理和自立能力。 （钱霞 徐能 摄）

特教学生圆了航天梦

【紧接第1版①】2017 年，浙江万里
学院捷克语言文化中心正式成立，
同时，旨在为在甬企业“订单式培
养”捷克语人才的“捷克语特色班”
也正式开班。

“一眨眼，‘捷克语特色班’就要
迎来第二个‘生日’。同学能坚持在课
余时间学习捷克语一年，我真的很佩
服。所以我有责任让这种陌生的语言
变得活泼起来。”Tereza挥了挥手中
画着小人的卡纸，“就靠这个！”

“画完后，我会把上面的图案剪
下来，带到课堂上让同学们自己搭
配。这样一来，服饰的介绍、颜色的
描述、搭配的评价，甚至对我绘画技
巧的吐槽，都可以尝试着用捷克语
描述，这不是很好吗？”

生活在宁波，越来越
“宁波”

去年暑假回家时，Tereza 为家

人送去了一方绣着花鸟的桌旗、一
把绘着青竹的折扇和一套紫砂的茶
具。在她看来，这些东西蕴藏着中国
古典文化。

“尽管在捷克人眼中，中国已经
不仅仅是那个由孔夫子、茶叶代言的
中国了，但我还是喜欢这些传统文
化。”闲暇时光，Tereza最爱去南塘老
街和天一阁。她说，她喜欢靠着栏杆
站在飞檐下、灯笼旁，看华灯初上。

“有时，我觉得我已经成为一个
地地道道的宁波人。我甚至不靠翻
译软件，凭几句不标准的中文和胡
乱比划的手势，就与操着宁波方言
的出租车司机‘周旋’。”Tereza告诉
记者，有一天在月湖公园游玩时，短
短几个小时，她被行人问路三次。

“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就像是……
我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是不是待在宁波久了，我的身
上也沾了宁波的味道？或者说，我活
成了宁波人的模样？”Tereza蹙着双

眉，一脸疑惑地望向记者，旋即，她
又像想到什么似的，摊了摊手，“噗”
的一声笑了起来。

“那你觉得，你沾上了宁波的什
么味道呢？”记者问。

“唔……大概是既开朗又热情。
就算没有十分的把握也敢到处去闯
荡。”她眨了眨眼睛，仿佛是在夸自
己，又像在夸宁波。

新闻链接

近年来，以中国-中东欧国家
投资贸易博览会为契机，宁波与捷
克的友好互利合作不断加强。去年，
宁波对捷克的进出口总额达3.49亿
美元，同比增长 33.6%。其中出口额
2.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1%；进口
额0.60亿美元，同比增长60.3%。

2018 年 1 月，中捷（宁波）国际
产业合作园正式授牌，为双方进一
步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紧接第1版②】“这两年，公司陆续对
毛笋、牛蒡、羊栖菜等46种蔬菜进行
深加工，成为国内对日本商场和超市
出口蔬菜调理产品最大的企业。”张振
浙说，企业这两年发展驶上快车道，依
靠深加工让产品附加值显著提升：国
内超市常见的秋葵，深加工后出口日
本，售价至少涨1.5倍；宁波本地盛产
的春笋，经过深加工变成欧美家庭餐
桌上的调味麻笋，身价翻了三番。

这两年，企业招募了 12名本科
及以上学历研发员，每天面对青菜
萝卜研究如何做出消费者喜爱的产
品。“企业一直将深加工作为生命
线，因此产品研发岗位是公司的‘香
饽饽’。”硕士毕业后，王晓娜来到

“宏纬”，从事新品研发，一干就是 7
年。让她感触最深的是企业在深加
工上的决心和力度，花 400 万元打
造了高水平实验室和检测开发中

心。如此大手笔的投入，放眼当下全
国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也比较罕见。

2018年，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3
亿元人民币，出口创汇 1939 万美
元。企业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带动
了周边农户的发展。“宏纬”虽然是
一家生产加工企业，却在全国范围
内拥有 1000 亩自营农场和 22500
亩合作农场，每年收购原料近万
吨，带动6800余户农户就业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