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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来北仑收获非常大，现
代化港口之城包容万象、精英荟
萃，让我大开眼界，将来有机会一
定来北仑打拼。”近日，“青春同
路·成长与共”第三届青年才俊北
仑行活动落下帷幕，浙江大学宁波
籍学生吴其航说起三天两夜的经
历，深有感受。

俯瞰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感
受世界大港的“硬核”力量；徜徉
梅山湾万人沙滩，体验乘风破浪的
刺激；走进张人亚党章学堂，追寻
革命先驱的红色印记⋯⋯此次活动
由北仑区人民政府举办，北仑区委
人才工作办公室、北仑区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北仑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共青团宁波市北仑区
委承办，吸引了来自中国人民大

学、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宁
波大学等高校的 80 名宁波籍学子
参加。在活动过程中，青年学子化
身“青年北仑推介大使”，走遍北
仑的山山水水，领略自贸区新风
貌、接受党史教育新方式、体验旅
游新业态，度过了难忘的三天两
夜。

此外，青年学子还举办“百年
百歌”北仑青年夏日歌会，唱响红
色经典；开展心动北仑——青年才
俊北仑之旅收获路演，说出他们心
中的北仑印象。“星空、音乐、美
食，让我们从陌生变得熟悉；考
察、记录、分享，让北仑从抽象变
得具体。”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的陈诗琪说起对北仑的印象，依恋
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北仑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紧紧围绕北仑全力打造现代

化临港智创之城和全面建设国际化
滨海秀美之城“双城”战略，按照
青年北仑、数字北仑、美丽北仑

“三个北仑”建设的总体部署，创
造性地将“青年北仑”建设与研修
游学相结合，通过文旅新业态体
验，帮助青年学子了解北仑、爱上
北仑、留在北仑。

据介绍，目前，北仑正紧紧抓
住浙江自贸区宁波片区落户北仑等
重大历史机遇，以宁波建设现代化
滨海大都市和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市
为指引，全面推动北仑文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以精品线打造为中心，
带动沿线旅游项目开发，推动青年
sport 港、九峰山品质提升、人亚
初心小镇等项目建设，发展港口旅
游、工业生态游；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引擎，充分发挥市、区两级
旅游产业扶持政策作用，激励企业

做大做强；以惠民促消费为支点,
持续做好旅游经济提振工作，策
划、开展“惠民生、促消费”系列

活动。
目前，青年才俊北仑行系列活

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作为北仑

青年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之一，正成为
青年北仑建设的重要品牌活动，精品
效应日益显现。

北仑北仑““青春青春””行行，，研学正当时研学正当时

“顺着运河来看海”文旅风景线

三天两夜的北仑行三天两夜的北仑行，，让青年学子受益匪浅让青年学子受益匪浅。。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池瑞辉 胡谷怀） 昨天上午，雅戈
尔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向海曙区、鄞
州区各捐赠 700 万元，全额用于海
曙和鄞州两区中小学护眼灯光改造
工程。

“ 教 室 照 明 事 关 学 生 健 康 发
展，对做好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
作具有重要意义。”海曙区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有了雅戈尔公司
的助力，海曙中小学护眼灯光改造
工程进度将进一步加快。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相关要求，
到 2021 年底，将在全省改造 1 万间
以上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明灯光，

各区县 （市） 中小学普通教室照明
达标率不低于 85%，其中实现智能
照明不少于 70%。据悉，海曙区中
小学护眼灯光改造工程预算总投入
1300 余万元，其中雅戈尔集团有
限公司捐赠 700 万元。该工程计划
今年下半年实施，完成后，海曙区
有望在年底前率先实现照明达标率
及智能照明 100%的目标。

海曙区的儿童青少年视力保护
干预试点工程已于上半年启动，选
取石碶街道 5 所小学三年级全体学
生，开展热敷眼保健操仪对学生视
力健康干预研究。年底前，该区将
在宁波市爱菊艺术学校姚丰校区成

立近视防控宣教中心，三年内覆盖
该区所有幼儿园、中小学学生。

海曙区还将成立海曙区儿童青
少年近视诊疗中心，完善儿童青少
年近视综合防控指导中心，建立并
及时更新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
档案，全面提升该区儿童青少年近
视综合防控水平。

据悉，鄞州区目前有中小学教
室 2773 个 ， 各 类 功 能 教 室 1543
间，共 4316 个教室，中小学护眼
灯光改造工程预计总投入 2000 余
万元，这次雅戈尔集团有限公司捐
赠 700 万元，将有效助力该区中小
学护眼灯光改造工程的推进。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从 2019 年
起，鄞州区启动了中小学生“健康
成长护航工程”。每年春秋两季对
中小学生进行两次视力普查，建立
学生视力健康电子档案，借助云端
服务器储存，形成全区青少年视力
健康大数据。鄞州区通过全面启动
近视干预和诊治，面向学校、家
长、学生广泛开展近视防控教育。
分析近三年近视普测大数据发现，
该区幼儿园、中小学校近视率已下
降 4.5%。预计到 2030 年，鄞州区
幼儿近视率将控制在 3%以内，小
学生近视率控制在 38%以内，初中
生近视率控制在 60%以内。

雅戈尔捐1400万元守护明亮眼睛
全额用于海曙、鄞州两区中小学护眼灯光改造工程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沈王紫 孙丹静

“我入职还不到一年，目前在
社区负责妇联工作，日常工作中经
常遇到法律问题。这次社工学院为
我们培训了家庭关系处理以及财产
继承等方面的知识，以后处理相关
问题更有底气了。”昨天，镇海骆
驼街道桕墅方社区的新社工吴虹接
受记者采访时，连连为社工学院点
赞。

社区工作者处于服务群众的第
一线，是连接群众与党和政府的桥
梁和纽带。面对社区治理和服务需
求的不断提升，镇海骆驼街道最近
推出了全市首家社工学院。

“社工学院依托高校、职业院校
和骆驼党校、成校等教学资源，聚焦
基层社会治理、社区服务中的热点
难点问题，科学安排实用课程，并在
实体化培训的基础上开设‘云端课

堂’，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拓展教学空
间，实现资源共享。”骆驼街道相关
负责人介绍，学院还将安排社工外
出考察，学习其他省市区社区工作
的先进经验，开拓视野。

目前，包括吴虹在内的 38 名
新社工已开始首届社工培训课程。
此次培训为期 3 个月，采用专家授
课、互动讨论、实例操作等形式，
内容涵盖社会工作、社区实务、专
业技能等多个方面，为新社工日后
在岗位上的创新实践作准备。

记者了解到，目前社工学院已
制定 5 年工作目标，将通过全员轮
训，分层分批进行专业化技能培
训，并针对不同的社工需求开设不
同类型的培训，做到每年轮训一
次，每次轮训提供不少于 30 次的
培训课程。同时，鼓励社工积极参
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做到“应考尽考”，旨在 5 年内显
著提升社工的专业化程度。

全市首家社工学院
亮相镇海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应
林锋）“‘企业医生’出具的这份报告
真的太棒了，上面有针对性地记录
着我们企业在生产、管理、用人等各
个方面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和漏
洞，同时也详细给出了解决方案或
建议。”近日，接过企业“法治体检
表”，杭州湾新区宝碟轴承集团有限
公司的负责人发出由衷感叹。企业
主口中的“企业医生”，指的正是当
地总工会新成立的新区“法治体检”
小组。

杭州湾新区总工会有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企业的规章制定不规范
常常会给企业发展带来一系列不必
要的麻烦，在当地总工会和司法局
牵头下，多家律师事务所联合成立
企业法治体检小分队，下基层、进企
业，就劳动用工、合同履行、知识产
权、刑事风险等方面开展“法治体

检”。首批 13 家企业采用自愿报名
参加的方式选取，7 月以来，法治

“体检”小组为辖区内 13 家企业开
展“法治体检”。截至目前，已有 20
多名专业律师加入小组，共出具 8
份“体检表”。“法律专业人员上门

‘体检’，有助于企业发现生产经营
中的法律漏洞，有效规避法律风险，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助力
企业更规范更健康发展。”杭州湾新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杭州湾
新区作为浙江省内重要的产业大平
台，企业对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
务的需求正与日俱增，法治体检的
推进，积极破解了企业获取法律服
务便捷化不足的“痛点”，据悉，除目
前开展的法治体检以外，当地工会
还推出了“你点我讲”法治公益讲
座，为企业和职工普及法律知识、帮
助企业预防经营中的法律风险。

杭州湾新区总工会“法治体检”送上门

“企业医生”开出
“法治体检表”

本报讯（通讯员竺盛涌 林丰
辉 记者王佳） 加入一次特别的彩
绘行动、参与一场阅读马拉松、学
习一堂保护自己主题课程⋯⋯昨
日，奉化区方桥街道举办“我们在
一起”暑期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关
爱服务活动。

“让我们一起进行曼陀罗绘画
放松减压，跟语言文字相比，绘画
更少受到文化信念系统的影响，可
以更好地直达内心。”在鄞州二院
第九团支部郑燕医生的带领下，青

少年开启一段奇妙的心灵之旅。
“情绪或许是愤怒，或许是忧

伤，让它自然抒发就好，学会做自
己情绪的引导师，让它们可以走出
来。”郑燕医生点评完青少年的一
幅幅作品后总结。

《丰 子 恺 散 文》《城 南 旧 事》
《古文观止》《艾青诗选》 ⋯⋯一本
本由志愿者提前准备的书籍承载着
温暖和希望。参与为期两小时的阅
读马拉松，大家一起“书香过暑
假”。

“领读者之声”环节里，健康
家园社工园园展现朗读魅力。有趣
的“朗诵传呼机”激发起青少年们
参与热情，“共读一本书”则是在
专注中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玩转
阅读笔记、写下青春故事等环节精
彩丰富，教室里阅读氛围十分浓
厚 ， 孩 子 们 分 别 从 “ 听 ”“ 说 ”

“写”三个角度感受阅读魅力。活
动还特别开设了“我会保护自己”
主题课程。

在这个暑假，方桥街道已举办

了两期这样的活动。据介绍，“我
们在一起”方桥困境儿童个性化社
会支持体系建设项目分初心教育、
救助支持、服务落地等多个板块。
项目自启动以来，邀请党员志愿者
共同参与，由专业社工带领党员、
志愿者等介入，以家访、个案、小
组活动等形式开展困难儿童的关爱
服务，帮助链接社会资源，通过个
性化帮扶促进困难儿童更好、更健
康成长。

据悉，奉化区民政局积极指导
镇 （街道）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
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针对儿童特点，利用暑期时
光，组织各镇 （街道） 开展生动活
泼的党史学习教育、儿童安全宣传
教育，广泛开展各类生动有趣、富
有内涵的文体活动，丰富困难儿童
假期精神文化生活。

在一起，就是最快乐的暑假
奉化方桥街道关爱困难儿童

胡 坚

据近日
《宁波日报》
民 生 版 报

道，在这个暑假，一群孩子走进镇海
九龙湖国际家园的书画教室，在老
师指导下学画牡丹，孩子们提起毛
笔，蘸上颜料，一笔一画细细描绘。
为他们上课的老师是宁波的“洋媳
妇”——来自拉脱维亚的海伦娜。

孩子们的暑假课堂来了“洋媳
妇”当老师，的确让人眼前一亮。更
令人意外的是，“洋老师”所教的不
是洋文化，而是绘制中国传统水墨
画牡丹花。在海伦娜与水墨牡丹画
的“中西合璧”中，我们看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生命
力。

从海伦娜身上，可以读懂“越是
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中国
传统文化魅力四射，深深吸引着世

界的目光。“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这是“洋媳妇”的真情流露。她不仅
仅停留在喜欢层面，还在学习体验、
技艺传播中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传
统文化。

从孩子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希望和未来。“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静默的水墨牡丹，内存
千古精神，与其相伴，孩子的暑期生
活不仅多了一缕清风古韵，更重要
的是能够让孩子们接触感知传统文
化，通过笔墨丹青感受和享受华夏
艺术之美，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他们
的兴趣爱好，厚植文化自信，播撒继
往开来的火种，传承好传统文化的
薪火。

牡丹，花开富贵，开放包容。中
国传统文化的牡丹园，乐见更多外
籍人士和青年一辈共同浇灌，一起
滋养出国色天香的文化盛景。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箱
1871684667@qq.com）

吸睛的是“洋媳妇”
更是中国文化

8 月 9 日，在位于东部新城的
宁波中心大厦项目工地，现场机
器轰鸣，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施
工作业，工程建设正不断“向上

生长”，据施工方上海建工一建集
团介绍，目前宁波中心大厦核心
筒已达到 20 层，高度突破了 100
米。

据悉，宁波中心大厦位于宁
波东部新城核心区，高度 409 米，
总建筑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建筑
主体共 80 层。目前，宁波中心大

厦正进入核心筒结构、外框钢结
构施工阶段，预计今年核心筒结
构达到42层。

（唐严 鲍桂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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