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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 40 人的轨道交通订单班
约 1000 人报名面试
五年制专业设置与就业方向受肯定

余姚市人大与
“两院”
共建代表联络室
拓展代表履职空间，
提高代表履职质量

这一做法全省领先

排队等候的家长。
排队等候的家长
。

昨天上午 7:30，桑田路上的宁波职教中心门口排起了长队，此时，
距离学校通知的 2021 级中高职一体化“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运营
管理）”订单班面试还有一个小时。当天，招生共 40 人的该班级，面试
人数约 1000 人，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校门口登记、进校门后排队领取
号码，之后，面试的学生在志愿者的带
领下进入教室接受面试。
面试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身
高、色盲色弱的测量，
该专业要求学生
无色盲色弱，男生净身高不低于 1.65
米，女生净身高不低于 1.58 米；另一
部分是现场与面试老师的交流，老师
们会询问学生为什么选择报名该专
业，
平时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体育以及
文化课的日常表现等内容，通过学生
的回答，既了解学生的更多信息，
也观
察其语言表达和与人沟通的能力。
记者采访了从面试室出来的几名
同学。来自七中的应柯琦说，自己的
成绩比较适合选择职业学校，而且有
学长学姐就读于宁波职教中心轨道
班，
自己对这个专业有所了解，平时坐
地铁看到站点的乘务员、值班长，
觉得
工作方向也不错，所以就过来面试。
来自东恩中学的蔡同学则表示参加面
试是为了多一个选择和机会，最终还
要看自己的中考成绩。

正在排队等候领取号码的周女士
告诉记者，
儿子在高新区信懋中学读初
三，
以儿子的成绩进入普高有点难度，
中
高职一体化的轨道交通订单班是个不错
的选择。但是看着长长的队伍，
周女士
也担忧地表示，
这么多人竞争，
不知道儿
子能不能被录取。
“我看了新闻，
了解到
读了职高以后考大学的人不少，
读了大
专，以后也可以专升本，
根据孩子的成
绩，
选一个职业学校和他愿意读的专业，
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
周女士说。
据了解，宁波市职教中心协同宁
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
司、宁 波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共 同 打 造 的
2021 级中高职一体化“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服务（运营管理）”
订单班，
全市共
招生 40 人，只有面试合格的考生才能
在中考成绩揭晓以后填报该志愿。具
体招生上，男女生比例 3:1，是五年
制“中高职一体化”专业，对接宁波轨
道交通第三轮建设用人需求，毕业录
用比例为 70%。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张玉菲 文/摄

本 报 讯（记 者 房 伟 通 讯 员
面，就相关事项提出意见建议。一
郑雪松）“‘两院’代表联络室的成
年多来，联络室已接待代表 61 人
立，将为人大代表建立与‘两院’常
次，
收集意见建议 35 条。
态化联系、监督‘两院’工作搭建平
去年新冠疫情期间，有律师反
台 ，拓 展 履 职 空 间 、提 高 履 职 质
映会见当事人难，
余姚市人大代表、
量。”6 月 11 日上午，余姚市人大常
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郑百军便通过联
委会监察司法工委主任吕银淼在
络室找到检察长，提出辩护律师可
余姚市人民法院人大代表联络室
否利用该院远程视频提审系统会
挂牌时对记者说。
见，保障犯罪嫌疑人法定权利。
“没
这也是继 2020 年余姚市人民
想到，
提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落实，
检察院成立人大代表联络室后，余
当天就有两位律师利用远程系统会
姚市人大常委会探索建立
“两院”
代
见了当事人。
”
郑百军感慨地说。
表联络室的又一尝试，这一创新做
今年清明节前夕，余姚市人民
法在全省领先。
检察院还在余姚市人大代表、黄家
“过去人大代表要了解和监督
埠十六户村党总支书记王建锋的建
‘两院’工作，只能借助人大组织的
议下，
对本地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不
活动进行。”宁波市人大代表、余姚
可移动革命文物、革命遗迹等，
开展
市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杜健向记者 “守护红色军事文化史迹”
检察公益
表示，
而代表联络室建立后，
代表可
诉讼专项行动，全面加强对红色资
随时随地、线上线下，
直接通过联络
源的保护。
室了解相关情况、提出意见建议、申
吕银淼表示，在“两院”设立代
请参加活动等，
履职更加便利。
表联络室，促进了“代表进两院”由
余姚市人民检察院 2020 年在
活动制度化向联络常态化转变，打
全省检察院中率先成立了人大代表
破了代表履职的时空局限，实现了
联络室。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
履职的全天候，
“ 此外，也解决了以
专职委员诸伟峰告诉记者，联络室
往代表对‘两院’工作不够熟悉、对
由专人负责接待，并创建了联络检
司法运行不够了解，审议发言质量
察长制度，人大代表可直接通过联
不高等问题，
调动了履职积极性，
提
络室与检察长、分管副检察长等会
高了代表履职质量。
”

不期而遇的雨，
不期而遇的雨
，今明两天还会有

我市开通中小学生心理诊疗
“绿色通道”

医教协同守护孩子心理健康
本报讯（记者 马亭亭 通讯员 虞
杰 史耀芳） 近日，宁波市教育局、宁
波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在宁波市康
宁医院挂牌成立“宁波市学生心理诊
疗与研究中心”
，
开设中小学生心理诊
疗“绿色通道”，为各中小学转介的学
生提供门诊挂号、心理咨询、住院治疗
等便利，确保有严重心理问题和心理
危机的学生第一时间就医。
据了解，该中心是集心理咨询评
估、心理诊断治疗、心理危机干预和心
理教师督导功能于一体的学生心理健
康综合服务基地。教育、卫健双方在
诊疗绿色通道、信息共享、筛查复核、
综合干预、危机干预、进修培养和心理
研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深度合作。
宁波市各地中小学心理咨询热线
电话：
1. 宁波市中小学心理热线：
87368585。
2. 海曙区中小学心理热线：
87321890。
3. 江北区中小学心理热线：

89187625。
4. 镇海区中小学心理热线：
86281359。
5. 北仑区中小学心理热线：
89383976。
6. 鄞州区中小学心理热线：
88451010。
7. 奉化区中小学心理热线：
88968585。
8. 余姚市中小学心理热线：
62605986。
9. 慈溪市中小学心理热线：
63898070、
63895339。
10. 宁海县中小学心理热线：
65581890。
11. 象山县中小学心理热线：
65767125，
59128888。
12. 大榭开发区中小学心理热线：
86760067。
13. 宁波国家高新区青少年心理
热线：
81877908。
14. 杭州湾新区心理热线：周六
18858229293、
周日 13600614967。

昨天午后，
昨天午后
，高新区杨木碶路大雨如注
高新区杨木碶路大雨如注。
。 记者 崔引 摄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昨日午
后，
当东部新城一带暴雨如注时，
记
者正好经过鄞州万达广场，那里的
天阴沉沉的，
像要下雨，
但真正落下
的雨水却是稀稀拉拉。不由想起一
句古诗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
却有晴”
。
从市气象台整点 3 小时雨情通
报看，昨日 11 时至 14 时，全市面雨
量 1.2 毫米；上述时段，全市仅有奉
化、海曙、鄞州三地的雨量超过 1.2
毫米，其中，奉化的雨下得最凶，达
到 5.7 毫米，海曙紧随其后，达到 4.2
毫米，至于位列第三的鄞州，仅有
1.5 毫米。
这或许就是夏日阵雨或雷雨的
模样了，
被雨
“眷顾”
到的地方，
感觉

就好像歌词里唱的“这座城市被大
雨颠倒”，可在被雨“遗忘”的角落，
只能继续沉溺在梅雨季特有的闷
热、潮湿中无法自拔。
从市气象台昨日 11 时发布的
预报看，
今天和明天，
我市仍将会是
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有雷
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强
雷电和 8 级以上雷电大风。
换句话说，
整个端午假期，
我们
不是在和“神出鬼没”的雨水“比运
气”，就是在和黏糊糊的梅雨天“比
耐力”。感觉宅在家似乎是最好的
选择。如果不甘心好端端的假期就
这样度过，
想要出去走走的，
那就尽
量选择上午出行，
相比之下，
午后雨
水出没的概率会高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