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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新时代好少年”事迹宣传
沈思晨：点点滴滴践行诚实守信有礼

3-11岁人群接种新冠疫苗了
记者实地探访东部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听说宁波 3-11 岁人群可以接

种新冠疫苗后，8岁的小学生芒果

兴奋地告诉妈妈，“终于可以打疫

苗了，我可等了好久啊！”10 月 27

日，记者来到宁波市东部新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接种现场一探

究竟。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孙美星 任诗妤 文/摄

“以后有空记得多来看看我
们哦。”“嗯，我一定会再来的。”从
第一次跟随父母做志愿者，接过
敬老院老奶奶的一把糖开始，她
就记住了自己的承诺。此后，她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去敬老院看望老
爷爷老奶奶们，给他们跳跳舞，捶

捶背，扫扫垃圾。疫情期间，为了
帮助邻居独居老人能正常出行，
她从家里拿出仅有的 5个口罩
……今年7月，由共青团宁波市
委、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少工
委联合开展的2021年宁波市“争
做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
颁奖仪式举行，40名“新时代好少
年”出炉，“诚信守礼”好少年沈思
晨就是其中之一。

来自镇海区应行久外语实验
学校的沈思晨，从镇海区新时代好
少年，到宁波市新时代好少年，如
今又被推荐参评浙江省新时代好
少年。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多年来
点点滴滴践行着诚实守信有礼。

《孟子·离娄上》中有一句话：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
也。沈思晨的名字就来自于此。
晨，为诚的谐音。沈思晨说，她很
喜欢这句话，也用行动践行着其
中之义。

沈思晨的母亲从小教导她，

诚实、善良是人之根本。等女儿大
一点了，妈妈就带着女儿一起参
与各种公益活动，并教会了孩子
诚实、守信、有礼。

当发现售票员阿姨多找了自
己20元钱时，沈思晨会毫不犹豫
地把钱还回去。暑假里，和同学约
定了一起游泳，结果没想到与期
待已久的“科技强基”夏令营撞
车，她会选择遵守和同学的约定，
放弃夏令营。每年的寒暑假，沈思
晨都会志愿做一名垃圾分类督导
员、参与平安镇海入户宣传活动，
为建设文明城市出一份力。在校，
她是护绿小标兵，文明督导员，就
餐小帮手。在外，扶老人过马路，
去敬老院慰问，慈善捐款，捐赠口
罩等，坚持了六年的公益服务。

或许，并没有惊心动魄的大
事，但沈思晨将一件件小事坚持
下去，点点滴滴，汇聚成了一份心
灵美。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潘佳艳

记者从宁波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从10月26日开始，我市启动
3-11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具体接种工作由各区县（市）卫生
健康部门执行。此外，12岁及以上
人群接种第一针和第二针、18岁
以上全程接种满6个月以上人群
的加强针接种服务持续进行中。

3-11岁人群大多在上学或
上幼儿园，具体接种如何安排？据
介绍，集居儿童方面，全市在读学
生及幼托儿童由所在学校及幼儿
园集中组织安排接种，教育部门
统一部署后对接所在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分批分时段进行。在学
校在读学生及幼儿家长请接到学

校或幼儿园通知后，根据学校及
幼儿园接种安排配合并陪同孩子
完成其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如果是散居儿童：非在校学
生、非在园幼儿等其他人群请关
注各接种点的开放时间，可自行
选择就近接种点由监护人陪同前
往接种。

目前获准在未成年人中使用
的新冠病毒疫苗为新冠病毒灭活
疫苗(Vero细胞)，厂家包括国药集
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包装企业、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及其分包装企业。

据了解，儿童接种时必须由

监护人陪同，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接种时注意，前往接种时需携带
儿童及监护人相关证件（身份证
或户口本）、学校发放的知情同意
书、儿童预防接种证，做好个人防
护，自备口罩，有序排队，主动配
合测温和亮甬行码、行程码。配合
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如
实提供受种者健康状况和接种禁
忌等信息。接种后，需现场留观30
分钟；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
避免用手搔抓接种部位；如发生
疑似不良反应，报告接种单位，必
要时及时就医。如接种其他疫苗，
需间隔14天以上，并优先保障国
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

下午1时30分，东部新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的
门外，有不少家长已经带着小朋
友排队前来接种疫苗了。本次接
种对象以新城第一幼儿园（维科
东院园）和金宝幼儿园满足接种
条件的儿童为主，共计约有300
名儿童接种。

曹女士的孩子正在新城第一
幼儿园上大班，她告诉记者，“昨
天收到学校的通知，今天就来
了。家里人都接种了疫苗，就差
孩子了，早点接种，早点放心。”

当日下午共开放有三个登记

台，一间接种室，监护人需要出示
孩子的预防接种证以及身份证明
文件，负责登记的医生也会细细
询问孩子最近有没有身体异常，
是否接种过其他疫苗等。

在接种室里，5岁的桐桐成
为了幼儿园里第一个接种疫苗
的小朋友，她正依偎在妈妈怀
里，看着妈妈代签下疫苗接种知
情同意书。原本还一脸平静的桐
桐看到医生拿出针筒时，眉头皱
了起来。不过，虽然紧张，但她还
是勇敢地伸出整条左臂让医生
打针。片刻之后，桐桐就接种完

了疫苗，没有哭也没有闹，妈妈
问起她痛不痛，她自信地说，“一
点都不疼，没什么感觉。”刚出接
种室，桐桐就恢复了活力，一溜
烟地跑去儿童区玩耍了。桐桐的
妈妈陪伴在一旁，她们还需要在
接种现场留观30分钟，确认如无
特殊情况方可离开。

东部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办公室主任陈苗告诉记者：

“今天接种的都是国药中生北京
公司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目前主
要会以集中安排专场的形式帮
助3-11岁儿童接种疫苗。”

桐桐正在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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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约有300名儿童接种

3-11岁人群具体接种如何安排？

全市首张
学科类转非学科类
营业执照发出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张灵）10月28日下午，
宁波市鄞州区朴新维恩科技培训有限公
司总经理孙晶在鄞州区行政服务中心窗
口申领到了全市首张从学科类培训转型
为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营业执照。当天，
鄞州区教育局共移交区市场监管转非学
科类机构50家，其中科技类11家、艺术
类35家、成人语言类4家。

据统计，鄞州区共有学科类培训机
构400余家。在“双减”政策下，这些在鄞
教育培训机构已放弃过度逐利思想，开
始坚持普惠性的原则，积极开展转型探
索。孙晶告诉记者，“双减”之后，“朴新维
恩”学校新开发了STEM编程课、戏剧
表演等新型托管类课程，并经科技部门
前置确认转成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校区也从原来的14个校区缩减到9个，
保有了 70%-75%的学生，每周培训
8000人次左右，转型总体比较平稳。

“办证非常快，一次性完成了注销和
新注册。”鄞州区五乡镇精思教育培训学
校前身已开办8年，是老牌学科类培训
机构，在此轮转型中该机构成为全区首
个学科类转非营利性学科类的培训机
构。校长吴风告诉记者，今年6月以来，

“精思培训”已率先进行转型，逐步“试
水”研学、托管等服务模式，并走访五乡
镇工业园区，与当地的外贸企业开展“托
管进企业”的合作，丰富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的课后生活。

鄞州校外培训机构目前的转型还处
于各类探索中。如已转型成为非营利性
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宁波市鄞州区文苑教
育培训学校负责人马乐说：“我们机构中
有数名宁波市名师，对基础教育保有一
定的情怀。接下来，我们将新增设一部分
项目类、实践类和体验式的课程表，探索
转变学生学习方式，从而真正为学生学
习赋能。”

孙晶领到营业执照。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