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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蒋炜宁
通讯员 励 彤 夏静文

“同学们，选购文具的时候要
认准‘3C’标志哦，通过认证的
文具安全性才有保障⋯⋯”11 月
17 日下午，在广博集团的品牌展
厅内，工作人员正向来自宁波市中
原小学的 30 名同学介绍如何选择
文具产品。

原来，“双减”之下，为提升
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与
素养，带领孩子们走出校园，接触
社会，海曙区消保委与海曙区教育
局联合决定，将海曙区十大体验式
消费教育基地向全区中小学生开
放。同学们可以在老师或家长的带
领下走出课堂，走进企业，走进大自
然，拓展学习空间、丰富学习体验。

走进广博集团精品图书车间，
浓郁的纸香扑面而来，加工设备隆
隆运转，一线工人往来穿梭⋯⋯现
场，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实地参
观、了解文具生产的过程。随后，
大家前往品牌展厅，琳琅满目的创
意文具让大家目不暇接，潮流化的
文具设计理念也向同学们传达着新
时代下创新与融合发展的重要意
义。“今天‘沉浸式’的体验，不
仅让我学习了文具、印刷、纸张等
相关专业知识，对安全购买、使用
文具的认识也有所提高。”宁波市
中原小学 601 班的李金璇说道。

“研学是学校拓展校园空间，
提升教学效率的关键举措之一。”宁
波市中原小学副校长钱珺表示，“双
减”之下，体验式的活动形式通过改
变传统课堂教与学的模式，赋予了
同学们全新的课程体验，在实际的
互动中学得更广、学得更深。

据悉，海曙区开放的十大体验

式消费教育基地分别为雅戈尔服装
城消费教育基地、广博文创消费教
育基地、王升大博物馆消费教育基
地、黄古林草编博物馆消费教育基
地、天胜四不用农场消费教育基
地、浙东大竹海景区消费教育基

地、向阳舍慢生活农场消费教育基
地、五龙潭茶园消费教育基地、荃
盛食品消费教育基地、寿全斋+浙
贝故里消费教育基地。

“面向海曙区中小学生开放十
大消费教育基地，旨在通过整合资

源，联合企业、景区、农庄等多方
力量，打造‘可亲、可玩、可游’
的 ‘ 第 二 课 堂 ’， 进 一 步 引 导 文
明、健康、环保、理性的消费行为
模式，营造良好的消费氛围。”海
曙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曙面向中小学生
开放十大消费教育基地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韩林雍 王云鸿

没有亲人在身边照顾，漂泊异
乡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担心——怕生
病。为了更好地服务在镇海打拼的
五湖四海的异乡人，镇海区人民医
院医疗集团总院于 11 月 14 日正式
启动“异乡 E 门诊”项目。

河南、江苏、江西⋯⋯在“异乡
E 门诊”中，几乎全国各个省份均有
异乡门诊群。患者可以通过医院内
相应的省份二维码，扫码加入各自
的门诊群。同时，各门诊群内均有一
名老乡医生入驻，及时在群里发布
相应省份的异乡门诊时间，让大家
前来看病。

“因为是老乡，患者会找我聊天

联络感情，有健康问题也会第一时
间咨询我，这对于我们开展日常的
科普宣教是十分有利的。”该院贵州
籍医生潘应锋表示，“如果患者有需
要，我们还会帮忙联系或推荐其他
科室的医生，这对于漂泊异乡的人
来说，是非常实际的帮助。”

来自四川的刘师傅告诉记者，以
前看病经常听不懂医生讲些什么，如
今有了异乡门诊，看病时可以用方言
和医生交流，看病的效果更好了。

据了解，镇海区人民医院医疗
集团总院近些年通过人才引进，很
多外地籍医务人员在镇海安家落
户。“开设‘异乡 E 门诊’，为异乡的
医生、患者搭建乡情纽带，打造线上
线下老乡门诊服务。”该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

镇海这家医院的
“异乡E门诊”很温情

记 者 蒋炜宁
通讯员 林希楠

“本来以为要错过今年的彝族
年，没想到学校党支部会为了我们
而专门庆祝，真的非常意外。”昨
天，来自四川省凉山州普格县的
彝族学生韩丛霖难掩激动，兴奋
地分享道。原来前晚，宁海县技
工学校党支部专门为远道而来的
彝 族 学 生 举 办 了 “2022 彝 族 年 ”
篝火晚会。

今年 9 月，在东西部教育协作
项目的帮助下，9 位彝族学生离开
家乡普格县，来到了宁海县技工学
校。对于他们而言，两个月的学习
时间紧张而又充实。恰逢彝族年，
宁海县技工学校党支部特意组织了
一系列的活动和彝族学生共同庆祝
新年，让他们可以在学习之余得到
些许休息，也让他们在异乡能感受
到家的温暖。

早上 9 点，带队老师就带着一
众彝族学生领略宁海县的风情景

观，丰富他们对于宁海这一求学之
地的了解。经过一下午的准备，天
色渐暗，正式的篝火晚会于晚上 5
点准时开始。

彝族学生黑小而说：“多亏了
大家的帮助，我们才能快速融入班
级，很高兴现在我们有机会以我们
彝族的美食和表演回报大家，希望
大家都能玩得开心。”9 位彝族学
生为了彝族年庆祝活动，专门准备
了民族歌舞和民族美食，让这份过
年的喜悦不仅仅局限于彝族的学
生，也传递给在座的宾客。

这些彝族学生人生第一次离开
家乡，离开熟悉的环境远赴宁海学
习，在如此佳节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难免溢满心间，于是宁海县技工学
校党支部还专门设置了视频连线环
节，让他们能与 2500 公里以外的
家人互诉衷肠，共庆新年。宁海教
育局和学校领导专门学习了彝族语
的“新年好，吉祥如意”，向学生
家长祝贺新年，并向他们讲述了孩
子在校的优异表现。

9名彝族学生
在宁海过了一个别样的新年

知 新

据昨日《宁
波日报》 报道，

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建
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发出通
知，从本月初开始对建筑渣土运输
中的乱象进行为期 3个月的专项整
治。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检查
3673人次，查扣渣土车 205辆，计
罚款129万余元。

在许多人眼里，渣土车似乎一
直是不安分的“闯祸坯”。针对超
载运输、跑冒滴漏、逆向行驶等顽
疾，这几年，宁波在严管严查严处
渣土车违规问题上，可谓使出洪荒
之力——这规定那条例，这督查那
执法，尽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但
仍有不少漏网之鱼。

渣土车个头大、马力足，很容
易产生“内轮差”和“视觉盲区”
等安全隐患；许多车牌常被污泥有
意无意地遮盖，成了司机违法的护

身符。更重要的是，屡治不禁的背
后，有着不可抑制的利益驱动。拉
车司机的报酬以趟数或吨位数来计
算，在多拉多赚、多跑多挣的利益
指挥棒挥舞之下，出现霸道行为就
不足为奇了。

让渣土车“野性”不再，必须
把“天天都是治理日”贯穿始终。
一方面要拿出法治手段，让《环境
保护法》《安全生产法》《浙江省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长出“钢牙利齿”，出重
拳、下狠手，动真格、碰硬茬，使
司机的违章违法行为如同过街老鼠
无所遁形。另一方面要拿出科技手
段，通过“互联网+”、GPS 卫星
定位等，对车辆状况、行车路线、
倾 倒 土 场 等 实 行 24 小 时 实 时 监
控，倒逼司机不失疯、不违规、不

“裸奔”，自觉踩住保障生命安全和
生态环保的刹车板。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以法治手段管住撒野的渣土车

昨日下午，“劳动·身影”——
宁波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摄影俱乐
部”六人作品联展在五一广场西楼
二楼正式开展，并举行作者创作心
得分享会。

本次联展汇集了胡和平、应丰
明、竺仕宝、仇伟传、张煜、胡德中六

位成员主题各异的六组专题作品，他
们将镜头对准一线普通劳动者，以踏
实的创作作风、独特的拍摄视角、丰
富的摄影语言，表达了对劳动者的敬
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图为创作分享会现场。
（严龙 摄）

“劳动的身影最美丽”

记 者 蒋炜宁
通讯员 章苏娣

“我有多年的养塘经验，但是
缺少理论知识，老师们深入浅出的
讲解，让我豁然开朗。”说这话的是
井栏村养殖户林朝军，19日他刚吃
完中饭，就小跑着来到滨海村文化
大礼堂，原来宁海大佳何镇成校正
组织高素质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农民
培训结业测试，林朝军自信满满，
在他看来，为期 15天的培训内容他
都能顺利消化，是一名合格的学员。

近年来海洋渔业快速发展，一

种利用“池塘养殖、苗种繁育、清
塘杀菌、水质调控、贝类养殖”等
科学手段，将养殖池中产生的废水
再次循环回用、高效高产的新型绿
色生态养殖模式引起了养殖大户们
的浓厚兴趣。为使养殖户们充分了
解并应用该项技术，宁海大佳何镇
成校通过聘请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
所所长许文军教授、宁波市海洋与
渔业研究院院长斯烈钢教授、申屠
基康副院长等专家授课，采用“理
论+实操+参观考察”的立体化课
程设置和全方位培训，深入浅出地
专题详细讲解。

除了在课堂上注重养殖户理论
知识提升外，宁海大佳何镇成校还
积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为本地养殖
户搭桥牵线，带领学员走出去考
察、学习，不断开拓学员生态养殖
的视野。

“虾塘内梭子蟹与蛏子混养技
术相当难处理，这次学到的直接在
蛏田上覆盖塑料网衣防止梭子蟹损
害蛏子是个好办法。”这是滨海村养
殖大户赖平方在舟山市水产研究所
科研基地考察回来后学到的知识经
验，像这样的交流学习机会，宁海
大佳何镇成校一年会组织好几次。

近 20 年来，宁海大佳何镇成
校一直致力于开展海水养殖从业人
员的技术培训，如今海水养殖培训
已成为宁海大佳何镇成校的招牌项
目，学员遍布大佳何、一市、长
街、越溪等多个沿海乡镇，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技术精湛的养殖高手。

大 佳 何 镇 农 业 镇 长 候 冠 表
示，镇政府在免费提供 50 亩试验
塘基础上，加大投入支持宁海大
佳何镇成校开展生态养殖模式创
新实验，切实帮助渔民提高科学
生态养殖能力，拓宽产业新路子，
共同推进渔业健康养殖增收增效。

新型绿色生态养殖培训让渔民增产增收

记 者 厉晓杭
通讯员 朱晓翠 汪玲玲

近日，在奉化撤市设区五周年
之际，奉化区气象局联合浙江省气
候中心，利用气象大数据，从气候舒适
度、空气清新度和植被覆盖度等方面
对奉化撤市设区以来生态气候情况进
行分析评估，并发布《2017-2021年奉

化区生态气候质量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近五年奉化区生态

气候质量持续提升，气候舒适度持
续稳中向好，平均每年有 7 个月处
于“舒适”标准范围，其中 3 个月达
到了“最为舒适”，达到国际一类气
候适宜区的标准；空气清新度均达
到了最优的五级标准，空气“特别清
新”；空气优良率占比明显增加，整

体环境空气质量继续稳中有升；五
年平均植被覆盖度再攀新高，大部
分区域实现了植被覆盖度的正增
长。这一系列气象大数据均表明，奉
化生态持续向好。

奉化区气象台台长郑健介绍，
2017 年至 2021 年，奉化年平均负氧
离子浓度为 2459 个/cm3，达到了负
氧离子浓度最高等级标准，属于非常

清新，远超出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清
新空气的标准（1000-1500 个/cm3），
整体上对人体健康具有增强免疫抗菌
力和康复治疗的作用。2017年至2021
年，奉化平均空气优良率为90.9%，较
2016年的86.4%提升了4.5个百分点，
空气优良率占比也明显提高。

据悉，五年来，奉化区气象局深
挖本地优质生态气候资源，相继助
推“中国天然氧吧”“浙江省避暑气
候胜地”“浙江省乡村氧吧”“浙江省
气候康养乡村”等一批“国”字号、

“省”字号气候品牌花落奉化，推动
气象、旅游、康养领域融合发展，也
使得奉化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城市
属性更加深入人心。

平均每年有7个月处于“舒适”标准

气象大数据见证奉化五年生态提升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许鸿晶）记者近日在位于中意宁波
生态园的宁波天乙线业有限公司看
到，该公司的雨污改造工程已经完工，
在初期雨水收集池边配备了自动感应
控制器和智能泵站，雨水进入市政管
网将会得到全流程的在线监控。

“如果从企业出来的雨水不达
标，智能泵站就会自行启动，让雨水
回到企业的污水处理系统净化，直
至达标才被允许排入园区的市政管
网。”宁波仲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戎益枫说。

今年 8 月份以来，中意宁波生
态园着手建设四级智慧监测系统，
对园区内的企业排口、市政管网和
河道进行智慧化改造，安装相关监
测设备，结合降水质量监测终端建
设，搭建智能智慧平台。像“天乙线
业”这样的第四级企业端的智慧雨
排口目前一共建设有 35 个，此外，

第三级河道雨排口共有 5 个、第二
级河道 7 个、第一级排海口 1 个，构
建起四级智慧监测系统，通过逐级
检测，对园区企业雨水、污水排放实
行智慧监测。

据介绍，四级监测数据最终汇
集到水环境联防联控平台，利用大
数据分析，可以精准排查每个点位
的具体情况。同时，通过该平台，园
区还能与企业进行互动，实现智慧
管 控 。整 套 系 统 总 投 资 约 1600 万
元，本月底将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

中意宁波生态园管委会生态科
负责人喻烨介绍，今年园区以省级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为契机，对整
个园区的水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四
级智慧监测系统建设完成后，可以
实现对园区企业雨污水排放的有效
监测，达到“晴天不出水，雨天不出
污水”的效果，确保园区河道水质稳
定达标。

中意宁波生态园有了水网“智慧眼”

企业排放的雨水不达标不让入网

园区水网。 （孙吉晶 许鸿晶 摄）

（蒋炜宁 励彤 摄）

学生在品牌展
厅内听工作人员讲
解。

学生在参观精品图书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