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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叶
晶晶 文/摄）“爷爷奶奶，我们给你们
送蔬菜来了！”近日，北仑霞浦街道河
东社区爱心食堂收到一份温暖的礼物
——满满三大箩筐的青菜和萝卜，这
些蔬菜由霞浦学校的学生自己栽种并
采摘的。

在霞浦学校里，有一块名为“人亚
同心”的小农场，这片农场以“人亚精
神”为背景，以“传承红色基因”为核心
思想，农场内设有生态长廊、苗木繁育
区、温室植物养护区、无土栽培区、水
域生态区等功能区。

打开栅栏小门，农场被划分成若
干个区域，每个班级都有一块包干区，
学生们可以一起播种、施肥、浇水、采
摘，观察蔬菜成长，体验田园劳动。虽
然正值隆冬，但是农场里的青菜、萝卜
长势不错，学生们利用考完期末考试
的空隙，收获了本学期农场最后一批
蔬菜。

“农场里的青菜萝卜长势不错，刚
好学校附近有一家爱心食堂，于是我
们就临时决定把新鲜的蔬菜送给爱心
食堂。”霞浦学校“人亚同心”农场负责
老师周颖说。

本报讯（记者 林涵茜 通讯员 韩震达 杜
燕平）1月10日，宁波社区大学观海卫太极拳
学院（简称宁波社区大学观拳学院）在慈溪市
观海卫镇成立。观海卫太极拳（简称“观拳”）是
由观海卫人郑国军先生创编而成，于2008年
获得浙江省武术协会命名，并列入国内外武术
比赛项目，2013年观拳拳谱获得国家体育总局
推荐。

宁波社区大学观拳学院

在慈溪市观海卫镇成立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周力）1月11

日至12日，浙江省龙狮运动协会2019年在宁波
奉化举行年度总结会议。此次会议上，由浙江省
体育总会、浙江省龙狮运动协会命名的首批“浙
江省舞龙（舞狮）传承教学基地”名单公布并授
牌，我市共有奉化高级中学等5所学校上榜。

据了解，此次上榜省首批舞龙舞狮传承教
学基地的16家单位全部是学校，其中我市5所
学校上榜，分别是：小学组，宁海县前童小学
（舞狮）、鄞州区金峨小学（舞龙）；中学组，奉化
高级中学（舞龙）、宁波市四明中学（舞龙）；高
校组，浙江万里学院（舞龙）。

奉化高级中学

省首批舞龙舞狮传承教学基地

本报讯（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曾敏）上周
末，一家名为“新艺+”的店铺在宁波宏泰广场开
张，展出的近300余件学生艺术作品吸引了不
少顾客驻足。这家店铺由新城第一实验学校学
生自主运作，售卖的全是他们的绘画、书法、手
工等作品。每一幅作品售出的收入所得，一部
分用作经营成本支出及工资、稿费，其余将汇
入到“宏泰新城助学基金会”，用于助力贫困地
区艺术夏令营活动。

“通过这样的活动，同学们除了通过自己的双
手创造财富外，还能够做公益。”该校校长陆琦说。
截至1月12日，店铺的营业额已经达到近万元。

新城第一实验学校

学生开店助力贫困地区公益
本报讯（记者 张培坚 通讯员 倪亚芳）1

月12日，宁波七中2115班的师生走进鄞州千
工甬式家具博物馆，开启寒假社会实践活动之
旅。同学们参观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获奖作品
——船鼓、了解千工床、“十里红妆”婚庆家具
历史和制作技艺，并学习制作红木筷子，领略
传统工艺的匠心与技艺。

宁波七中

学子走进千工甬式家具博物馆

同学们参观获奖作品船鼓。

霞浦学校

奉化高级中学舞龙队。

劳动课堂种植蔬菜
温暖了老人的胃

学生们运送蔬菜至爱心食堂

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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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学生制作的尤克里里吸引了市民的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