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读宁波 2020年4月7日 星期二 广告

4月13日 星期一
海曙区 横涨坝头公变(8:30-16:30)；

海曙区洞桥镇：石臼庙里龙5号公变(8:30-
16:00)

江北区 青秀澜湾7幢 21号、7幢 22
号、8幢23号单层（9:00-17:00）
4月14日 星期二

海曙区 红权塑料、祝家桥村12号公变
(8:30-16:00)；瑞丰、城综集士港47号公变
(8:30-16:00)；宣裴巴弄2号公变(9:00-
12:00)；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石碶：黄隘9#
( 公)、海欧阀门 5318111437、海鸥阀门
5320006085(8:30-16:30)

江北区 洪塘街道荪湖村、洪塘科研、路
灯箱变（8:30-14:30）；慈城镇大海金属有
限公司、文华塑业有限公司（8:00-15:50）
4月15日 星期三

海曙区 秀丰8号公变(8:30-16:00)；
广 场 墙 门 公 变 、新 四 方 小 吃 城
5318037170、石碶供电营业所公变、宁
波银行 5320039445(8:30-16:30)；单一
用户：甬涛 5310200201(9:00-17:00)；单
一 用 户 ：万 绅 服 饰 5318003807(8:00-
16:00)

江北区 庄桥街道汇园包装、陆辰包装
（8:30-14:30）；晶砖二期（8:00-16:00）；
区慈城镇枫湾村（8:00-15:50）
4月16日 星期四

海曙区 体育路公变(9:00-14:30)；天
宏电子、城综横街一带、大雷村一带、上陈
新村、东村经济合作社、新银家园配电室、
鄞州银行(8:30-14:30)；石碶街道:宜源
5318000612、长江针织 5318043607、辰
鑫 服 饰 5002185549、博 聪 幼 儿 园
5310603559(9:00-17:00)；石碶街道:华
耀、管委会(8:30-16:30)；章水镇:光溪2号
公变、光溪9号公变、广安6号公变、鄞江镇
人民政府(8:00-15:30)

江北区 湾头社区湾头路381号、385
号、387号、大闸北路188号一带(9:00-17:
00)；慈城镇黄夹岙村、五码桥头、启承路、中
华路、始平路、联丰碎石公司、电信公司、电
信公司（8:00-12:00）

4月17日 星期五
海 曙 区 长 春 路 公 变 ，海 关 专 变

5001070706，电视台 5001071915(9:00-
14:30)；单一用户：城综古林35号公变(8:30-
16:30)；海曙区章水镇:德发铝型材配件、麻滩1
号公变、宁波海曙永多塑料制品、富华工艺品厂、
隆赛特橡塑、光溪8号公变、凯顺户外、恒腾机械、
冷水庵1号公变、光溪4号公变(8:00-15:30)

江北区 农贸路外漕村一带，甬丰轴承、
亚欣轴承、聚业塑料、依柯汽车、甬成制冷、
美塑休闲、悦昌磁业(8:30-14:30)

取消:
4月8日 星期三

海曙区 临时箱变5002224046(8:30-
16:30)
4月9日 星期四

海曙区 古庵村一带、建工集团、建设集
团(9:00-16:30)
增加:
4月7日 星期二

杭州湾新区 浦东村部分地区（8:30-
12:30）；管理委员会路灯变（9:00-15:00）
4月8日 星期三

海曙区 五一（城综横街26号公变陪
停）(8:30-16:30)

杭州湾新区 马中村部分地区（12:30-
16:30）；腾达建设集团（13:00-15:00）
4月9日 星期四

江北区 青秀澜湾1幢1号、3幢7号、1幢2
号、2幢3号、3幢8号、2幢4号（9:00-17:00）

杭州湾新区 富民村部分地区、上诚机
械厂、顺安建筑构件厂、庵东镇敬老院、雨轩
果蔬农场、二建建设（8:30-13:30）
4月10日 星期五

江北区 中马街道新马社区大庆南路
179弄、新马社区新义路88号江北区机关
事务管理局、宁波名聚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大庆南路江北地税局楼顶中国移动（8:30-
16:30）；青秀澜湾6幢19号、4幢15号、5
幢18号、4幢16号（9:00-17:00）

杭州湾新区 富民村部分地区（12:30-
16:30）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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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信息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如果说昨
日的天气还有些“阴晴不定”，那么从
今日开始一直到4月10日，天气都有
望是“清晨起来打开窗阳光美美哒”。

如果说昨日的最高气温14.4℃还
自带“凉凉”属性，那么从今日开始一
直到4月10日，最高气温将始终稳定
在18℃及以上，迈过20℃的“门槛”也
不是难事。

不过，这周的最低气温着实拖了
好天气的“后腿”。从市气象台的预报
看，4月7日到4月8日，最低气温只有
7℃左右。日温差“妥妥”维持在10℃
以上。在穿衣上，大家千万不能光看
到白天气温回升带来的暖，更要注意
早出晚归的路上“紧紧将你包围”的
冷。还是要记住那句老掉牙的话：春
捂，该捂还是得捂。

本报讯（记者 郑凯侠）这
个清明小长假，甬农鲜平台推
出八鲜农场免费认领田地活
动，市民动手栽下自己喜欢的
蔬菜，等到收获的季节可以自
行采摘。4月5日，第一批成功
报名的23户家庭在八鲜农场
当了一回“农民”。

八鲜农场位于山清水秀的
镇海区九龙湖镇。一大早，来
自高新区的贺颖静一家三口便
开车前往农场体验农耕。“妈
妈，还有多久才到农场啊，我要
去种最爱吃的玉米。”一路上，贺
颖静7岁的女儿丝丝显得格外
兴奋，时不时向妈妈询问到达时
间。一到达农场，丝丝便拿着小
锄头，迫不及待跑到自己认领的
土地上开始劳作。除草、松土、
播种……在父母的帮助下，丝丝
干起农活来有模有样。

“第一排种玉米，第二排种
毛豆，第三排种花生，等到了秋
天，我就可以来收获好多好多
蔬菜了。”虽然认领的田地面积
只有5平方米左右，但丝丝很
有条理地把地平均分成了几个
区域，种上了好几种蔬菜。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你看
我家孩子，满身泥土，已经玩得
不想回家了。现在的孩子都生
活在城市里，很少接触农田，这
个活动不仅可以让孩子了解蔬
菜的生长，还能让孩子体验农
耕，感受劳动的辛苦，这在书本
上是学不到的。”贺颖静告诉记
者，以后只要有空，她就会带孩
子来农场，看看自己种的蔬菜

生长状况。
家住镇海的池晓飞带着两

个孩子前来参加活动，而这也
是发生疫情以来她第一次带着
两个孩子出门游玩。

“因为疫情影响，两个孩子
一直待在家里，我在微信上看
到这个‘扒鲜农场’免费认领活
动，我就立刻报名了，带着两个
孩子体验下田间劳动挺好的。”
池晓飞说。池晓飞大儿子李圣
浩今年11岁，年龄不大，但动
手能力很强。李圣浩卷起衣
袖，双手紧握锄头，使出了浑身
力气，高高举过头顶，然后用力
挥下，松软的泥土溅了一身也
毫不在意，一个人就完成了耕
地播种。

甬农鲜是宁波市农业农村
局在疫情期间推出的一个农户
与市民之间的直销平台。活动
现场，甬农鲜的负责人孟震表
示：“之前，我们这个刚刚起步
的平台得到了很多市民的信
任，现在正值播种的季节，为了
表达感谢，我们特推出这次公
益活动。”

他介绍说，这次活动主要
的目的是向市民，尤其是孩子
普及更多的农业知识。“市民免
费认领田地上种植的农作物，
可以由自己管理，农场工作人
员也会帮助管理。等到收获的
时候，市民可以带走一半的劳
动成果，也可以将自己的收成
摆上‘甬农鲜’专区售卖。”孟震
表示，这样的公益活动将不定
期举行。

春捂
该捂还是得捂

4 月 5 日 11 点 30 分，在东钱湖水
上乐园附近，几个城管队员正在路边
吃盒饭，旁边停着一辆综合行政执法
车。他们是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三中队的队员，负责保障韩
岭、环湖南线一带的秩序。为了确保中
午时间管理不断档，城管执法人员寸步
不离岗位，午餐也在执勤现场解决。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黄益斌 王嘉路 摄

城管队员
为何在马路边吃饭？

甬农鲜“八鲜农场”
首批23户家庭认领土地当了一回“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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