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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琼 通讯员 任社

年薪 50 万元+的正高级工程
师、月入过 2 万元的法务经理、上
市公司的总裁助理，上周六，通过

“我选宁波、我才甬现”云端直播
间，求才若渴的宁波企业向高端人
才频频伸出“橄榄枝”。“从年后技
术人员的补充到一些高级管理人才
的招聘，人社部门的直播带岗着实
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乐歌人
体工程的招聘经理柴思露这样告诉
记者。

在 开 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 三
为”专题实践活动中，针对不少
企业面临的后疫情时代线下人才
难聚集，线上人力难交流、供求易
错位的情况，市人社局开始着力打
造“我选宁波、我才甬现”直播
间，在全国率先推出“直播带岗”
招聘新模式，帮助企业缓解“招工
难”压力。

人社部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人社局的官方主播“罗姐姐”
携企业 HR、行业大咖、名师专家
等在 B 站 （哔哩哔哩） 平台和微

博直播同步“直播带岗”，相继推
出直播进名企、行业专场、空中
宣讲、大咖分享等栏目。企业人
力资源负责人直接做客直播间介
绍企业运营情况和招工岗位的发
展方向，通过直播平台连线、留
言进行即时交流、现场直聘，帮助
企业和求职者精准、直接、安全对
接。

据悉，目前“直播带岗”招聘
活动以每周一场的形式高频开展，
既打破了线下招聘时间、空间的局
限性，及时满足企业急切用工需求
和防疫要求，又打破了常规线上招
聘信息对接壁垒。记者了解到，直
播间开播以来，已连续举办了 51
期，为舜宇集团、雅戈尔集团、太
平鸟集团等 260 家企业推介了 9902
个岗位。

在每一场直播之后，市人才服
务中心的专业人才顾问还会开展企
业一对一后续跟进、回访，为求职
者提供求职咨询、职位规划、心智
提升等配套服务，在提升招聘交付
能力的同时，为企业提供更高质量
的人才。

直播间架起人岗匹配桥梁
人社部门助企缓解“招工难”压力

本报讯（记者易民） 如果宽敞
繁华的大街是城市的“面子”，那
四通八达的背街小巷就是城市的

“里子”。有品质的城市不仅要“面
子”亮丽，更要“里子”整洁。目
前，我市城区的“里子”文明建
设有待更多的努力。根据中国宁
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上的网
友相关反映，记者近日进行了实地
探访。

鄞州区

福 明 街 道 海 宁 街 ： 155 号 、
156 号两家洗车店前人行道，被大
量机动车霸占。沿街有大量杂物阻
断盲道。

福明街道北明程路：机动车停
在黄色禁停标线内，阻挡了消防通
道。497 号一家便利店内拖出的电
线，正在为门口的电动自行车充
电。附近人行道路面沉降，部分区
域破损凹陷严重。附近居民还反
映，一些车辆长时间违停在锦绣东
城小区旁的收费停车场入口处，导
致其他车辆无法入内。

百丈街道雷公巷：虽有违停抓
拍提示，但夜间道路北侧仍有机动

车违停。万兴小区北面一处消防通
道上，隔离桩被压坏。

东 柳 街 道 宁 徐 路 ： 118 号 门
口以及宁徐路、惊驾路路口附近，
电线杆上晾晒着衣物。人行道上机
动车、非机动车占道严重，甚至被
完全阻断。魅力国际娱乐会附近人
行道，有一处交通标识牌杆子倾
斜。边上一处工地周边，隔离护栏
倒了一地。

江北区

孔浦街道风华路 436 弄：地面
散落着不少垃圾。墙边有土堆及建
筑材料堆放；路边有车辆违停。墙
上电线缠绕，一旁电箱门敞开。

豪城码头渣土车停车场间小
路：无证摊贩在路边摆摊，还有渣
土车违停。路边绿化带中扔有废弃
共享单车。

宁慈东路 198 弄：弄口附近，
几个黑色垃圾桶旁堆满了垃圾。里
面道路一侧，纸箱、瓶子及各种桌
椅板凳随处可见，车辆胡乱停放。

庄桥街道河东路：沿街商铺门
口，杂物随意堆放，道路违停严
重，部分车辆甚至直接停在人行道
上，其中有的还是“僵尸车”。

海曙区

民丰街：人行道上车辆违停，
路边绿化带内垃圾散落，有的窨井

盖敞开着。蓝天路交叉口附近垃圾
点的地面，肮脏且扔有垃圾。

沁园街：人行道上有车辆违停
和杂物堆积，一些晾晒的衣物和共
享单车占用了盲道。

安 泰 街 ： 垃 圾 箱 清 理 不 及
时，垃圾外溢。沿路绿化带内散
落着旧包、烟蒂、零食袋、饮料
瓶等。

益民街：人行道上有车辆违停
并存在晾晒衣物、杂物堆放等现
象，还有锈迹斑斑的“僵尸车”停
在路边，并被张贴了很多小广告。

镇海区

庄市街道祥裕街：电动自行车
及机动车随意停放。38 弄内停车
场外，多辆车子违停。停车场墙壁
上涂满号码，虽然粉刷过，但一些
号码仍清晰可见。

招宝山街道西长营弄：一家水
果店门口停放着电动自行车，直接
拦断人行道。多家店面房占道经
营，把毛巾、衣物、被单及电动自
行车等放在门口。附近河面上漂满
枯叶。

北仑区

新碶街道里仁花园沿街商铺与
围墙之间小巷：建筑垃圾和废弃木
头、枝叶堆成了山。垃圾堆绵延几
十米，占用了小巷半幅路面，臭味

阵阵。
霞浦街道太河路东侧丁山路：

沿街一家电动自行车行在人行道上
停车、修车，多家店铺在人行道上
的自行车停放点晾晒衣物、堆放杂
物。多辆车子还横停在人行道上，
行人无路可走。

新碶街道四明山路与恒山路之
间的河东路：沿街商铺在门口人行
道上晾晒衣物、堆放杂物、摆放货
物、停放车辆，部分餐饮店甚至在
人行道上烧煤炉。

奉化区

西坞街道西坞中路：人行道与
非机动车道之间的窨井盖破损。部
分沿街店铺私拉电线，插头直接悬
挂在店铺外，人行道上堆放杂物。
西坞中路北侧多条小巷内，杂物堆
积，电箱门敞开。

岳 林 街 道 新 湖 路 ： 34 幢 附
近，机动车无规则停放，导致双车
道成了单车道。沿街店铺外的人行
道上不仅有非机动车违停，还放着
椅子和货物。

锦屏街道广南商城二弄：周边
有大量车辆在人行道上违停。居民
楼的楼梯口有人飞线给电动自行车
充电。

江口街道灵峰路：机动车停车
位被人用椅子占据，店铺后的小巷
内杂物堆积，地面有污水。

城区背街小巷岂能如此脏乱无序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张土良） 从幼儿园进入小学是
儿童早期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
转折，儿童对初入学能否适应，
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今后对学校
生活的态度和情感，并影响着将
来的学业成绩和社会成就。为帮
助新生顺利适应小学生活，遏制
幼儿园“小学化”倾向，减轻家
长“抢跑”的焦虑，顺利实施好
快乐晨间活动，昨天，市教育局
发布 《关于做好幼小衔接 落实
零起点教学推广快乐晨间活动的
通知》。

《通知》 提到，要严格落实
零起点教学要求，准确把握小学
一年级尤其是一年级第一学期的
学习要求，组织指导教师严格按
照国家课程标准、《浙江省义务
教育课程设置及课时安排》、《宁

波市小学语文 （数学） 一年级上
册教学进度表》 的要求制定教学
计划，安排教学进度，确保教学
内容和要求有机衔接，循序渐
进。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可在校
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但不得布
置家庭书面作业，更不得要求家
长检查、批改作业。要加强教研
和备课活动，建立教师教学安排
和课堂教学等检查指导制度，明
确分工，落实责任，形成零起点
教学的有效机制。

《通知》 要求，各地要充分
利用小学一年级和其他年级周课
时数上的差异，因地制宜推进小
学弹性上学，推迟一年级学生早
晨到校时间，原则上可推迟一节
课时间，确保学生有充裕的睡眠
和早餐时间、从容的上学时间。
同时，要配合弹性上学，开展丰

富多彩的快乐晨间活动。各小学要
将快乐晨间活动和课后服务有机结
合，将快乐晨间活动作为课后服务
的一项重要内容，整体规划快乐晨
间活动，充分尊重一年级学生的年
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注重发展
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的良好
习惯，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增加
学生的感性经验，淡化显性知识的
学习，加强隐性知识的获得。要把
快乐晨间活动融入学校课程体系，
积极寻找课程整合点，努力提高快
乐晨间活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要
加强家校联系，积极利用各类社会
资源，加强活动内容的开发，构建
学校、家长、社会协同推进机制。

《通知》 还对加强监督检查提
出了要求。开学后，各小学要以零
起点教学为重点组织其他年级教师
对 起 始 年 级 开 展 检 查 ； 各 区 县

（市） 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辖区内
小学进行互查；各区县 （市） 教研
部门要对所辖学校定期或不定期开
展巡查。各地要在 12 月底前完成
自查并形成自查报告。市教育局将
通过互查、抽查等形式广泛开展督
查，对未按规定落实小学零起点教
学要求的学校坚决予以纠正，对情
节严重的学校，予以通报批评，由
当地教育部门对校长进行约谈，并
取消校长、教师等有关责任人下一
年度评先评优、职称晋升资格。

此外，市教育局还对宁波市小
学快乐晨间活动提供了指导意见，
提到在实施快乐晨间活动时，内容
选取要遵循趣味性、生活化、区别
性、适切性、教育性、科学性等原
则，同时内容编排要根据季节变化
维度、时空拓展维度、生活变化维
度和活动难易维度来确定。

市教育局对幼小衔接工作作出要求

弹性上学、零起点教学、快乐晨间活动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励彤 乌雯雯） 雨气排残暑，
风声送早秋。今天，全市中小学
正式开学，我市 80 余万名中小
学生昨天返校，寂静了两个月的
校园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充满了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记者走访甬城部分学校，发
现新学期的校园里，处处洋溢着
新气象。

古林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回
校报到、注册、领取新课本，即
将开启新一学期。领到新书后，
同学们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十
分兴奋，老师们贴心地提示同学
们使用纸质材料包书皮。古林镇

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学期学校将结合无废校园创
建，将环保理念深入同学们的日
常学习与生活，倡导同学们使用
纸质材料包书皮，从自己做起打
造无废校园。据了解，无废校园
创建已在海曙区各所学校悄然推
行。在翠柏幼儿园，为了在新学
期给孩子们打造一个符合儿童大
脑发展规律的学习环境，老师们
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用卡通人
物来装点环境，与孩子们互动，
以期通过隐性课程助力幼儿成长。

奥运精神成为今秋众多学校
新生入学礼的主题。高桥镇博泽
学校校园内满是以奥运为主题的

布景，同学们认真参观奥运冠军图
片展，在开启学习生涯之际，汲取
奥运健儿奋力拼搏的精神力量。

传承红色根脉也是不少学校的
开学主题。奉化西坞中学初一新生
就开启了一场红色文化之旅。学校
安排 3 名优秀团员担任讲解员，带
领初一新生参观该校党史学习教育
基地，学习党史知识，从革命先
烈、白衣战士的英勇事迹中感受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疫精神⋯⋯
孩子们看得入神，立志努力学习。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芦江书院的
孩子们刚到学校就收到了一份令人
惊喜的礼物——中药和小香囊。前
些天，老师们早早到校，化身“药

剂师”，加班为孩子们准备中药和
小香囊。昨天，孩子们不仅认识了
解了这几味中药，还将这些中药装
进已经准备好的袋子里，自己动手
制作防疫小香囊，然后挂在书包
上、教室里。

据了解，为确保甬城学子今秋
顺利返校开学，各学校按照“一校
一策”备战开学季，精心上好“防
疫课”：校园提早开展卫生消杀，
尤其针对食堂、宿舍、厕所、垃圾
房等区域展开重点清洁，仔细清理
室内外器械；扫码、洗手、测温、
刷卡、晨检、消毒⋯⋯老师们还提
前开展了疫情防控培训演练，守好
开学疫情防控安全门。

全市中小学今天正式开学

报到日，各校给学生派发“开学红包”

昨天，宁波市妇女儿童医
院、海曙区白云街道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护人员来到宁波市中原小
学，利用报到时间为孩子们讲防
疫第一课。通过讲解正确戴口
罩、六步洗手法、防护服的使
用、核酸采样等，让孩子们知晓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如何做好个
人防护。（徐能 沙燚杉 摄）

开学第一课
防疫不松懈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刘炎昊 吴欢欢） 这几天，在海曙
中山广场等公共场所，能看见一群
身着“城管义工”马甲的志愿者，
开展捡拾烟蒂、清理垃圾和发放爱
卫宣传册等志愿服务，这是城管义
工海曙办事处为助力文明典范城市
创建而组织开展的“‘民间路长’
助力打造‘最干净城市’”系列活
动之一。

“看到 We 志愿平台上发布的
‘民间路长’活动，我马上报名参
加了。”热心大姐穆家红说，“能成
为一名‘民间路长’，用自己的行
动让市容环境更干净、城市秩序更
文明，我觉得很有意义。”穆家红
经常参加各种志愿服务，了解到城
管义工海曙办事处在招募“民间路
长”后，她通过手机 APP 注册成
为一名“民间路长”。

“每周我们会组织一次服务，
包括垃圾分类我先行、城市环境我
排查和地面洁净无烟蒂等各类主
题，通过义工活动发动社会力量为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添砖加
瓦’。”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团委
书记宋子章说。

作为打造“最干净城市”工作
的重要抓手，海曙区在去年天一广
场、中山路 （海曙段）、月湖景区
和铁路宁波站南广场 4 个区域成功
创建“席地而坐”城市客厅示范区
域的基础上，今年拓点扩面，启动
中山广场、鼓楼步行街和南塘老街
3 个区域创建工作，严格按照公共
区域无死角、地面路面无积尘、城
市家具无污渍、水体清澈无垃圾、
道路保洁见本色、绿化绿地见景致
的标准开展精细化保洁，让城市更
加干净。

海曙“民间路长”
助力打造“最干净城市”

记者 林旻 通讯员 水杉

让书旅行，将爱传递。
当我们挥手与夏天说再见，一

年一度的浙江书展也就离我们越来
越近了。

在第七届浙江书展来临之际，
由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各区
县 （市） 委宣传部主办，央广网、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宁波新华书店
集团承办的“甬·书循环”项目，
面 向 宁 波 市 民 发 起 “ 爱 不 孤

‘读’，书香‘甬’动大凉山”书籍
捐助公益活动。

活动将以捐书捐款的方式对口
支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推
动两地物质富裕的同时，携手推进
精神富有，用书架起宁波与大凉山
地区友谊的桥梁。活动从即日起一
直持续到 10 月上旬。

本次甬·书循环公益活动将采
取自愿捐赠的原则。活动期间，市
民朋友可以在捐献过程中，留下对
凉山州孩子祝福的话语，通过书籍
来传递爱心，互相鼓励，共同成
长。

捐书种类要求小说、散文集、
故事、绘本等，科普类、文化艺术
类、历史地理类、自然科学类等。
若是系列丛书，欢迎成套捐赠。不
接收教辅用书、工具书、试卷册
等；图书原则上要求八成新以上，
不接收破损、残缺的图书，盗版书
籍不能捐赠。

目前，主办方在宝龙广场下沉
式广场、奥体中心综合馆三楼、鼓
楼地铁站·甬城惠客厅、文化广场

的梨枣书店以及福庆北路地铁站，
共计 5 处人流量较大的商圈和站
点，设置了全新的形象展示板。约
20 个重新美化设计的书循环柜已
陆续投放到民营企业、文化单位、
基层社区内的甬·书循环捐书点。
宁波银行作为爱心支持单位全程参
与其中。

为了方便市民捐书，主办方还
在全市范围设置了 11 个甬·书循
环阅读枢纽站，集中收集市民捐赠
的书籍。市民也可以直接快递送至
甬·书循环项目执行办公室（宁波市
甬江大道1号书香文化园3号楼711
室，联系电话：0574-88028157，
请备注姓名、联系方式）。计划精
选 2 万至 3 万册各类书籍，由工作
人员进行分类、消毒后，点对点捐
赠至凉山州的相关学校。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经过 3 年的发展，全 市 的
甬·书循环捐书点增至 200 多个。
今年，甬·书循环项目组还与公
益 性 换 书 交 友 平 台 “ 换 享 好 书 ”
合作，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的
定位功能，找到最近的捐赠点捐
书。

主办方还在宁波新华书店集团
“微生物”平台上开设活动专区，
市民可以直接下单，所购书籍将直
接赠给凉山州学校。前 2000 名爱
心认购者，将获得“微生物”礼券
1 份。

另外，本次公益活动得到了宁
波市慈善总会的大力支持，如果有
爱心读者选择捐款，可通过线上、
线下多种方式进行。

书香“甬”动大凉山
公益活动启动
全市200多个捐书点等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