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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智享生活

记 者 殷聪
通讯员 廖小琴 周坚波

“算上今天铺设的维萨公馆，
这已经是我们‘搭把手’智能垃圾
回收柜在宁波进驻的第 950 个小
区。”宁波供销再生资源科技有限
公司拓展总监黄文杰告诉记者，自
去年12月在鄞州落地以来，该企业
推出的“搭把手”智能垃圾回收柜
的覆盖范围已拓展至海曙、江北、
北仑、镇海等4个区。

按照计划，“搭把手”今年将
力争进驻 2000 个小区；2020 年，

进驻5000个小区，实现宁波各区县
（市） 全覆盖。在业内人士看来，
“搭把手”的雄心壮志并非高谈阔
论。通过打通回收、清运、分拣、
再利用等4个环节，“搭把手”已建
立健全的再生资源回收生态体系。
其中，便捷高效的回收方式以及刨
去中间环节带来的收益也让其迅速
成为各小区的“网红打卡地”。

“非常方便！在触屏上选择类
型，然后用手机扫一扫，就能卖垃
圾了。”近日，鄞州区福明街道的
王阿姨将一叠旧报纸放进去，一会
儿，手机上就显示了旧报纸分量和
资源币值。当窗口缓缓关闭后，手
机上有了一条信息：恭喜您完成了
一笔新回收单，您获得 1.18 资源

币。
在“搭把手”入驻的 950 个小

区，每天可回收约50吨再生资源。
市民对“搭把手”的热衷并非

偶然。除了智能的回收体系外，
“搭把手”的独特之处是拥有自建
的清运、分拣以及再利用体系。通
过摒弃废品回收人员的中间环节，

“搭把手”不仅能让居民获得更高
的收益，也能避免废品回收人员回
收废品时造成的二次污染，还能提
高资源的回收利用率。

“健全的生态体系是可再生资
源回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黄文杰说，目前该公司已建设姜
山、镇海、大榭 3 个分拣中心，北
仑、象山、海曙、慈溪的分拣中

心正在加紧建设中。与此同时，
该 公 司 的 制 造 中 心 也 在 加 紧 落
地，为“搭把手”加速推广打下
扎实基础。

“在做精可再生资源回收的基
础上，我们已将目光瞄向垃圾分类
的其他领域。”黄文杰说，随着宁
波垃圾分类的加速推进，如何形成
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是垃圾分类
加快推进的关键。为配合城管部门
加强垃圾分类的监管，“搭把手”
已成功研制新一代智能垃圾桶，预
计本月底便会在部分小区试点，并
在今年的智博会上亮相。据介绍，
该垃圾桶可自动发放带有二维码的
垃圾袋，对居民丢出的垃圾进行定
向追溯，加强源头管理。

““搭把手搭把手””助力宁波垃圾分类步入智能时代助力宁波垃圾分类步入智能时代

“搭把手”智能垃圾回收柜已覆盖950个小区。（周坚波 殷聪 摄）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蒋攀 通讯员陈敏华）

“我叫袁小仙，特长是做裁缝。我
在专家的指导下，做了 100多个布
偶。我的丈夫葛国青会做竹制品，
村 里 很 多 的 竹 制 品 出 自 他 的 手
……”昨天上午，宁海大佳何镇葛
家村的袁小仙、葛诗富、葛万永、
叶仙绒、葛三军 5位村民联合举办
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们结合各自
的作品和创作体会，畅谈艺术给乡
村带来的可喜变化。

今年 4月，中国人民大学丛志
强副教授和他的团队历时 12 天，
对葛家村环境进行了艺术改造和提
升，使偏僻小村成为“网红村”。专业
艺术团队的到来，激活了不少村民
潜在的艺术细胞。在袁小仙、葛诗
富、葛万永、叶仙绒、葛三军等村民
手中，竹子、木头、鹅卵石变成竹

帘、竹灯、凉亭等艺术品。
“村里的‘墙角一枝梅’、竹亭

是我做的，其他村子如果有需要可
以跟我联系……”村民葛诗富侃侃
而谈，脸上自信满满。“我能把溪
坑里的鹅卵石砌成各种各样的图
案，以前感觉自己没地方发挥才
能，现在可以美化自己的家园，也
可以帮助其他村民。”葛三军的特
长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在发布会上，葛家村还和周边
的石门村、涨坑村签订了意向书。

“其他村如果在艺术振兴乡村过程
中需要借用我们团队的力量，肯定
积极配合。”葛家村党支部书记葛
海峰说，根据村民的手艺类别，村
里分别组建了布艺、木工、瓦工等
7 个乡村艺术团队参与村庄建设。
这些艺术团队将前往其他乡镇，为
美丽乡村建设出一分力。

畅谈艺术给乡村带来的变化

宁海葛家村村民用双手美化家园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向娴华） 刷脸进学校大门和宿舍、
虚拟课程学习、人员和车辆实时监
控、新一代电子无线联网门锁……
这是浙江万里学院和中国移动宁波
分公司签署的 5G 智慧校园战略合
作协议的部分内容。目前，浙江万
里学院已完成了钱湖校区、回龙校
区教学区、宿舍区、图书馆、运动
场、餐厅等主要区域的 5G 智慧校

园建设，将于 9 月正式投入使用，
这标志着该校成为我市首个“5G+
AI”全覆盖校园。

据移动宁波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依托 5G 技术，移动宁波分
公司和万里学院将合作建设智慧教
室，通过 5G 技术的教学实践优化
工程实验室，为下一代数字校园建
设提供网络支撑。万里学院将通过
5G 技术开展 5G 远程教学、5G 虚

拟现实沉浸式教学 （VR 课堂、全
息课堂）、智能教学 （个性化教
学、AI教学辅助）、人脸识别综合
监测、教学大数据系统等教学应用
与创新。

同时，双方通过 5G 技术的教
学实践创新，建立 5G 网络规划与
优化工程实验室，建设一支学科
基础扎实、工程实践能力突出的

“双师型”师资队伍，为 5G 技术

研究与应用提供创新实验、实践
的环境条件，联合培养 5G 接入网
认证工程师、网络规划与优化工
程师。在校园安全、节能环保等方
面，依托 5G 技术，也将实现智能
监测与控制，保障校园安全、高效
运行。

5G+AI 技术的应用，将助力
我市教育信息化 2.0 发展，提升

“互联网+教育”新动能。

万里学院将建成“5G+AI”全覆盖校园

本报讯（记者孙肖）“这首用
管 风 琴 弹 奏 的 曲 目 叫 《行 星 组
曲》……”昨天上午，在位于文教
街道的洛奇音乐图书馆，来自美国
茱莉亚音乐学院的管风琴博士陈玥
见为宁波的管风琴爱好者举办了一
场管风琴专项鉴赏及演奏公开培训
课。他在现场手脚并用地弹奏多层
键盘，让现场的管风琴爱好者欣赏
了管风琴的魅力。

“管风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乐
器之一，距今已有 2200 余年的历
史，在音乐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只是未在中国普及。16 世纪
至 19世纪，管风琴在欧洲的乐器中
占有统治地位，被称为‘乐器之王’，
希望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这种有趣的
乐器。”陈玥见在现场分享了世界各
地管风琴发展的情况。陈玥见师从
上海音乐学院朱磊教授和吴丹老

师，他们是中国最著名和最早一代
的管风琴演奏家。陈玥见在茱莉亚
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
位，师从格莱美奖得主、美国著名管
风琴家Paul Jacobs。

宁波洛奇音乐图书馆联合创始
人戚缪笛介绍，通过邀请名家举办
讲座、展出、培训等多种方式，管
风琴的影响力在宁波逐渐提升。

“我很喜欢管风琴特别的音色，今
天特地来听课，希望更多地了解这
个乐器，也希望通过学习，让宁波
更多的孩子了解这个乐器。”宁波
少年宫钢琴老师刘瑾告诉记者。

此外，管风琴演奏家吴丹管风
琴艺术工作室当日正式挂牌落户宁
波音乐港，助力打造属于宁波的管
风琴“奏鸣曲”。

◀管风琴博士陈玥见正在弹奏
管风琴。 （江涛 摄）

美国华人管风琴博士来甬授课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游玉增） 4000 多名本科新生近
日开启了宁大生活。今年宁波大
学共计招生本科新生 4439人 （包
括 30 名预科生），其中浙江省学
生2628人，省外学生1811人 （包
括 30 名预科生）。今年，宁波大
学在全国 34个省 （市） 实现了招
生。

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
校名单后，宁波大学吸引力显
著上升。据了解，今年报考宁
波大学的学生较 2018 年实现了
翻番。2017 年 （高考改革） 以

来，报考宁波大学的高分段考
生大幅增加。今年该校阳明创
新 班 （人 文） 和 阳 明 创 新 班

（理工） 投档分分别为 643 分和
634 分，较 2018 年分别提升 2499
个位次和 756 个位次。数学类增
幅最大，录取位次提升了 10399
位。

随着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的显
著提升和“双一流”高校建设的
深入推进，宁大也深受港澳台地
区考生欢迎。今年宁大在港澳台
地区共计招生60人，较2018年增
长445.45%。

4000多名新生开启宁大生活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胡燕 陈吉） 昨晚，青年畅销书
作家张皓宸带着长篇小说 《最初
之前》 在宁波书城签售，与读者
面对面交流。

张皓宸，作家、编剧、插画
师，曾出版 《你是最好的自己》

《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谢谢自
己够勇敢》《后来时间都与你有
关》 等，2016年位居中国 90后作
家排行榜第一名，同年获得第十
届作家榜金奖年度新锐作家奖。

《最初之前》由天津人民出版
社出版，男主角张一寻和女主角
朱夏从家乡小镇来到北京，讲述
了两代人的价值观冲突、当代年
轻人的职场困境与机遇、爱情观

等。当晚，张皓宸和宁波读者分
享写作心得时说：“写 《最初之
前》 花了大半年时间，中间基本
没有中断，情绪很连贯，写完就
像要和书中的人物告别一样，那
一刻有点伤感。”《最初之前》 受
到了读者热捧，在当当网新书预
售 1 小时卖 5 万册，24 小时卖 11
万册。

当面对“流量作家”这个标
签时，张皓宸说，如果能靠自己
的一点关注度，让大家回归阅
读，那也是好的结果。他想告诉
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不是只有
演艺明星才拥有“流量”，同时呼
吁大家多阅读，写好故事，期待
更多年轻人成为作家。

畅销书作家张皓宸宁波书城签售

图为张皓宸与读者合影留念。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林海） 2019“杭
绍甬”木球争霸赛近日在绍兴市上

虞区永和镇锦绣高尔夫球场举行，
宁波博泽学校夺得三项冠军。

本次比赛有浙江省木球协会、
宁波市木球协会、绍兴市木球协会、杭

州市木球协会（筹）等参赛。宁波市木
球协会派出海曙区高桥镇博泽学校的
初中生队伍参加本次比赛，在宁波城
市职业技术学院梁久学教授和博泽学
校徐艳青教练的指导下，小队员们一
举夺得了三项冠军（女子团体冠军、女
子个人冠军、女子双打冠军）、三项亚
军（男子团体亚军、男子个人亚军、男
女混双亚军）的优异成绩。

“杭绍甬”木球争霸赛

宁波博泽学校夺三冠

袁小仙在自家小院里缝制布娃娃。 （何国进 摄）

【紧接第1版①】因公出国出境、国有
企业管理、机关后勤服务保障等领域
的部门间办事“最多跑一次”改革，全
面推动机关效能大提升、大飞跃。

根据目标，到今年 11月底前，
我市 60%以上部门间非涉密办事
事项实现网上办理功能，部门间高
频办事事项（指年办件量 100件以

上和本部门办件量排名前五的事
项）100%实现“最多跑一次”；12月
底前，80%以上部门间办事事项实
现“最多跑一次”，部门间一般性文
件会签的时间不超过 5个工作日，
一般性办事不超过 7个工作日，力
争办事材料精简30%以上、办事时
间压减50%以上。

【上接第1版②】宁诺成为中
英两国深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拉近两国距离，推动两城的深度交
流。中国传统书画在英国掀起热
潮，宁波国际微电影节注入浓厚的
英伦元素……最近，宁波和诺丁汉
市的友好城市关系被评为发展最
好、最活跃的中英两国城市关系之
一。说起这些，张赟不无自豪，如今
在诺丁汉市的宁波友谊大桥上，一
列“宁波号”电车日夜穿梭，传递两
地友情。

国之交在于民之亲。张赟说，
目前7000名在校师生，有约750名
国际及港澳台学生、约 300名国际
教师。杰拉奇是宁诺商学院教授，
当选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后，
是中意“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
主要起草者之一。另一位来自保加

利亚的国际关系方面教授正在筹
建“全球丝路研究所”，推进中东欧
与中国交流。

上个月，宁诺 9名志愿者远赴
保加利亚，为当地民众开展为期两
周的中国特色文化艺术培训。张赟
说，每年都有数百名宁诺学子利用
寒暑假奔赴世界各地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他们在当地教中文、讲历
史、做中国菜……在全球舞台上用
心讲好中国故事。

据介绍，许多国际学生喜欢品
尝中国茶、学习中国功夫、练习太
极拳。中外学生课堂上互动频繁，
课后一起讨论完成作业，课余时间
还一起运动。师生们在中西文化的
交流碰撞中，开阔视野、丰富学识。

由此，宁诺架起一座通向世界
各地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