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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跃龙街道水车村一
个特殊的书法班开课了。教室设在
一间宽敞明亮的民房内，讲台前支
了一块黑板，十余张桌子，摆放着
笔墨纸砚，能容纳 20 余名学生。
每周二、四、六、日上午，一位百
岁老人会准时出现在教室里，或在
黑板上讲解笔画要点，或手把手教
学生笔法技巧，他就是书法老师陈
中才，大家都尊称他为“才老师”。

桃李满园
他是村民童年里的“书

法爷爷”
陈老已有百岁高龄，仍精神矍

铄、思路清晰，下笔苍劲有力，字
体大气利落。退休前，陈老是水车
小学的语文老师，退休后他一心投
入书法义务教育当中，一教就是
40余年。

暑假期间，每周二、四、六、
日上午，是陈老的上课时间。小小
的教室常常坐满，有村里的孩子，
也有从县城里或力洋、长街等地赶
来的，到了周末，还有不少上班族
特意回村里来学。对待书法课，陈
老从不马虎，每节课前，他会写好
范字，在课上分发给学生照着练，
碰到疑难之处，他还会在黑板上详

细讲解。
多年来，陈老已成为村民童年

里的“书法爷爷”，桃李满园，村
里老老少少几乎都跟他学过书法。
其中，年纪最大的已有 90岁，更
不乏祖孙三代都是他的学生。“才
老师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这么多
年一直义务教书法，让孩子们的假
期有了好去处，村里浓厚的书法氛
围都是他一手带起来的。”39岁的
村民陈琴说，今年暑假，她把儿子
接到了村里，母子俩一起跟着才老
师学，既能练字，又能养性。

“才老师是我的老师中年纪最
大的，就像我爷爷一样，特别和蔼
可亲，他字写得好，总是认真仔细
地教我们，跟着才老师学习，我觉
得很开心。”水车小学五年级的学
生陈治佟已经学了两年多了，如今
一手楷书有模有样。在孩子们眼
里，陈老既是书法老师，也是德高
望重的长辈，再调皮的孩子在课堂
里也能安静下来，好好写字。

传承文化
他感到老有所用、开心

快乐
以前，在学校里教书时，陈老

就注重让孩子们练一手好字。退休
之后，不少家长仍希望陈老能带着
孩子练书法。因此，陈老萌生了义
务教书法的想法。

年复一年，外面的暑期培训机
构学费水涨船高、动辄上千，陈老
却始终分文不取。每到假期，教一

教书法，上一上课，成了陈老的习
惯，也成了他的精神寄托。当问及
这么大年纪教学生，是否还吃得
消，陈老笑着连说“开心快乐，吃
得消”。“写书法让我平静专注，教
学生让我觉得开心快乐。”这也许
便是陈老长寿的秘诀。

这些年来，陈老了解到，国外
越来越多的地方兴建了孔子学院，
中华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他越发感
到学习书法的重要。陈老认为，书
法并不是简单的写字，而是磨炼心
性、陶冶性情，对一个人的成长成
才大有帮助。中国书法博大精深，
千百年来，形成了优秀的书法文
化。书法可以让人静下心来，细细
体悟人生道理，对身心都非常有
益。“家里晚辈比较支持我，只要
教得动，我会一直教下去。”让更
多的人练书法、会书法、懂书法，
是陈老坚持的意义。

陈老的义举一直深深感动着村
民们，大家打心底里尊敬他。上下
课时，总有人自发地接送陈老回
家。如今的书法课堂是陈老的学
生、村民陈海东免费提供的。“才
老师也是我的恩师，村里人都很敬
重他。”陈海东说，当听说陈老的
书法课堂需要场地，而他的房子正
好合适，他二话不说，立马把这间
计划出租的房子腾了出来，还收拾
了几张桌椅供学生使用。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陈
老40余年的义务教学，让书法文化、
国学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翰墨飘香传书道

百岁老人义务教书法40余年
本报讯 （记者 方景霞） 7

月12日，梅雨季还没结束，40天“加
长版”三伏天正式拉开帷幕。受梅雨
影响，我们以清凉模式进入初伏。不
过，根据县气象局最新预测，目前梅
雨带主体已经基本移出我县，本周有
望出梅，气温也将逐渐升高至 30℃
以上。

“没有 32、33℃就不算夏天”
“35℃才是对夏天的起码尊重”，这是
无数人心中对夏天的普遍认知。今
年入夏以来，我县天气基本以凉爽为
主，简直颠覆了大家对夏天的认识，
市民是不是既庆幸又纠结？庆幸的
是躲过了部分酷暑，纠结的是持续降
雨，衣服晒不干，家里湿哒哒。不管
您是期待真正的夏日早点到来还是
希望凉爽天气再持久一点，随着梅雨
带主体的移出，本周，三伏天将发个

小威。除了周一最高温27℃和周二
最高温 29℃外，其他几天最高温都
在32℃及以上。其中，周一、周二以
阴有阵雨或雷雨为主，周三至周五以
多云为主，午后局部雷阵雨。

重点来了，虽然我们躲过了部
分酷暑，但今年我们迎来的是加长版
的三伏天。历书规定：“夏至三庚便
数伏”，意思是说，“从夏至日”开始往
后数，数到第三个“庚日”便开始入伏
了。第四个庚日到第五个庚日为中
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到第二个庚
日为末伏。每一个庚日相隔 10天，
中伏天数不固定，夏至到立秋之间有
4个庚日时，中伏为 10天，有 5个庚
日时，中伏为20天。也就是说，三伏
有30天和40天两个版本。而今年，
恰好有5个庚日时，因此是40天“加
长版”的三伏。小记提醒，市民家中
最好备好解暑药，露天劳动者，应随
身携带解暑药，适量缩短露天劳动时
间，这是对“三伏天”的尊重，更是对
自己身体的负责。

上周清凉入伏 本周有望出梅

本报讯 （记者 卓佳洋 通
讯员 蒋森） 近日，“一人一艺”全
民艺术普及工程 2019暑期公益培
训在县文化馆启动。白天开展少儿
舞蹈、少儿花艺、少儿主持人、儿童
画、吉他等，晚上开设成人戏曲、传
统插花、古琴基础、刺绣等课程。热
火朝天的景象将持续整个暑期。

本次公益培训专为青少年量身
定制了暑期文化盛宴，有少儿街舞、
花艺、主持人、儿童画、戏曲、吉他、
表演、模特等，共 8个班级，200多名
少儿参加。

“女儿说培训老师教得特别好，
还非常用心，感谢老师们的辛勤付
出。”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学，而且课
程内容丰富，师资队伍优秀，受到了
群众一致好评，不少家长在公益培
训微信群里点赞。

除了县文化馆以外，一些乡镇
（街道）综合文化站也在积极开展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2019
暑期公益培训课程，为基层群众送

去了富有特色的暑期文化大餐。前
童镇文化站结合百姓大舞台活动，
邀请了文化志愿者、非遗传承人、文
艺爱好者、业余教师等，安排了舞狮
和小品表演课程，培养一批“小明
星”。桃源街道综合文化站专门开
设了暑期公益培训班，让孩子读书
交流、练习书法、参加运动。

“除了暑期少儿公益培训课程
外，我们还开设成人课程，共有 165
个名额，几乎每个课程都报满了，尤
其是一些热门课程，名额不到 10分
钟就被一抢而空。”县文化馆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了解，县文化馆 2011年开始
推出公益培训活动，并于 2016年启
动“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公
益培训，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设了花
艺、古琴、刺绣等特色传统培训课
程。九年来，县文化馆公益培训活
动受惠群众达上万人次，为推广全
民艺术普及工程营造了良好氛围。

暑期公益培训火热开班

百姓故事

产品名称

结构性存款智盈宝

结构性存款智盈宝

新客专属

合盈91D

稳利1号

稳利恒盈三年期

期限

74天

189天

91天

91天

364天

1183天

起点金额

1万

1万

5万

5万

1万

1万

比较基准

3.77%

3.87%

4.5%

4.12%

4.1%-4.4%

4.55%-5.0%

风险等级

R1

R1

R2

R2

R2

R2

买理财 到兴业
精选自营理财

现金管理类理财
产品名称

添利1号

日日生金（新客专属）

添利小微(小微企业专属）

期限

T+0

T+0

T+0

起点金额

1万

1万

1万（单户持仓上限100万）

七日年化基准

3.77%

3.88%

3.90%

风险等级

R1

R1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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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支行地址：宁海县新桥路158号 电话：55710275 55710276

风险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写字楼低价出租或出售
位于宁波银行大厦22-5、22-6共三间办公室出租或出售，总面积184㎡，有意者电话联系。
电话：13355938988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法人）副本一本，证号：浙宁民证字第040017号，声明作废。
宁海县长街镇岳井幼儿园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副本一本，证号：教民133022660510230号，声明作废。
宁海县长街镇岳井幼儿园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2：00—5：30
地址：宁海县时代大道160号宁波银行大厦2楼218室
咨询电话：65577928

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
房屋租售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66928888 13732136971
商务公务包车（6座、20座、16座、
39座、45座、53座、60座、70座）

（微信手机同号）

宁海中青旅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6座、19座、31座、39座、53座）
65261111 13906605322

专职登记、办理厂房买卖等信息服务

18888695558 13906605178 15958837808

新正企业管理中心

商务公务包车
（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

专项代办企业项目申报及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老宁海红妆餐饮 地址：桃源广场2楼

美食热线：13023772888

店长电话：15958836188沸腾鱼 沸腾牛肉
招牌嫩嫩的酸菜鱼片 沸腾黑鱼片 鱼头锅巴

遗失启事

市民陈先生：5月 15日在乡
镇卫生院做了一个B超，查出胆
囊息肉。后来别的医生说息肉有
点大，最好去做手术。5 月 22
日，我到县第一医院检查，做B
超的医生发现我胰腺旁边有一个
瘤，马上叫来了科室主任会诊，
然后建议我做一个增强CT。下
午做了CT后，医生建议尽快手
术。后来，我去了上海的一家医
院，医生说幸好发现及时。

遇上这么细致的医生，是病
人的幸运，不夸张地说，我这条
命都是B超医生捡来的，不知道
做B超的医生叫什么名字，只记
得姓周，非常感谢他。

(记者 潘旭婷 整理)

感谢第一医院
B超医生

近日，桃源街道阳光家园来了一支来自浙江师范大学“一米阳
光”实践队的志愿者队伍。几天时间里，学生志愿者与阳光家园的学
员们共同开展了系列志愿服务拓展活动，内容包括垃圾分类知识普
及、手绘垃圾分类宣传画等。

(记者 潘璐璐 通讯员 周如歆 摄）

了解传统技艺 感受历史文化
为丰富社区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昨日，东海社区组织假日学校的数十名小朋

友来到东方艺术博物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观赏了泥金彩漆、清刀木雕、十里红
妆器具（箍桶）工艺等展品，了解民间传统技艺深厚的文化底蕴。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钱炫杞 摄）

浙师大学子
助残阳光家园

你说我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