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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屠以
撒） 日前，百姓事马上办平台收到
前童镇妙宏村张家自然村村民的投
诉，称两年前就已上交自来水安装
费，但如今依然未喝上自来水。

记者联系到投诉人王先生，王
先生称他的亲戚是张家自然村村
民，而他并非本村人。一次去看望
亲戚，在聊天时，亲戚向他说起自来
水的事情，王先生考虑到亲戚的年
纪较大，所以代为反映。王先生告
诉记者，张家自然村有 100多户人
家，300余人，大约两年前，村委会
向每户村民收取了 1600多元，作为
自来水安装费。但时至今日自来水
仍未接通，目前因为喝水问题，有的
人花费精力去周边村庄接水，年纪

大的人跑不动只能喝地下水。
记者马上将王先生的情况向前

童镇政府进行了反映。该镇非常重
视，立即连线联村干部前往了解情
况。随后联村干部告诉记者，自来
水安装工程共涉及妙宏村下面的两
个自然村，张家村的工程款于 2017
年年底上交，妙山村的工程款于
2018年 7月上交，所以导致整个工
程的招标时间延期。该工程的业主
单位是县水务集团，工期时间由其
管理。记者联系到县水务集团宁西

自来水厂负责人，她告诉记者，中途
停止施工的原因是中标公司出现财
务问题，但不影响施工工期。妙宏
村自来水安装费用是 2018年 10月
29日支付的，经过设计预算招标一
系例程序后，2019年 4月份中标公
司签订合同进场施工，目前该工程
主管铺设已完成65％，11月15日前
完成全部管道铺设，做好试压，12
月 15日之前水表全部安装到户，12
月底开始通水。

安装费已交两年 自来水仍未喝上

水务集团回应：目前工程主管铺设已完成65％
预计12月底妙宏村全村通自来水

本周关注

记者 曹维燕

齐腰襦裙、琵琶飞袖、花鸟马
面裙……国庆假期，一批宁海的汉
服爱好者身着盛装，翩然起舞，在
西子国际广场举行了一场快闪活
动，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如今，越来越多身着汉服出行
的年轻人在商场、热门景区以及校
园闪亮登场。汉服热愈发升温，这
些年轻人不仅着迷于汉服的复古之
美，更热衷于其背后的深厚文化内
涵。

从“80后”到“00后”
穿汉服成了新风潮

戴着面纱，手握团扇，穿着褶
裙……初见“世安”，犹如古代仕
女穿越千年而来。“世安是我的圈
名，我们汉服圈的人都会有一个圈
名，出去活动，大家都以圈名相
称。”她笑着告诉记者。

“世安”在宁海汉服圈里颇有

名气，五年前她就迷上了汉服，如

今家里的汉服已经叠满了一个房

间。“当时还在念大学，受到身边

同学的影响，从而喜欢上了汉

服。”“世安”告诉记者，工作之

后，她对汉服的热情只增不减，就

与朋友一起成立了“缑城汉韵”汉

服社。

“世安”告诉记者，他们平时

会一起组织一些活动，给汉服爱好

者创造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如这

次在西子国际的快闪活动，现场来

了 40多名成员，最小的才 12岁。

活动现场，汉服爱好者们身着各色

盛装，拍了一段短视频，表白祖

国。

12岁的麻伊琳是由妈妈带来

参加活动的。刚上五年级的小女孩

有些腼腆地告诉记者，她特别羡慕

古装电视剧里的演员，对衣袂飘飘

的汉服更是心生向往，所以平常就

会去关注一些汉服的活动，这次特
地要求妈妈买了汉服带她来参加活
动。

“如今社团的群里有 400 多
人，经常出来互动的会员也有 80
多人。成员们来自各行各业，有老
师、护士、交警等等，其中‘90
后’、‘00 后’居多，还有不少

‘80后’。”“世安”表示，宁海喜
欢汉服的人不在少数。

从几百到上万
不同款汉服价格差异大

什么样的服装能被称作汉服？
记者了解到，其实，汉服通常意义上
并不单指汉朝服饰，而是指汉民族
传统服装，包含的朝代从黄帝“垂衣
裳而天下治”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
其中又以汉、唐为主流。至于款式
更是多样。简单列举一下就有襦
裙、衫裙、褙子、宋裤、明制袄裙衫
裙、马面裙……

“世安”告诉记者，随着汉服流
行，款式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悬
殊，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我这
套衣服是网上买的，大概 500元左
右，算是平价汉服。”

在宁海的汉服圈子里，“高阶
消费”并不罕见。入圈两年的“瑾
辰”是一名护士，活动当天她穿着一
套明制的长袄，下面配着一条花鸟
马面裙。“这套衣服价值 5000多元，
尤其是这条马面裙仿孔子府旧藏，
是网上定制的，要 3000多元。”“瑾
辰”告诉记者，她已经花了近5万元
用来购置各种汉服，现在家里已经
有二三十套汉服了。

记者从网上了解到，如今不少
汉服的价格不菲，如淘宝店铺“锦瑟
衣庄”一套名为“九霄步天歌”的汉
服要 3000元，并且客服声称为了保
证质量店铺不接急单，一套衣服的
工期为 120天；在汉服交易平台明
华堂的官网上，一套汉服可以高达
一万元以上，而且不是交钱就有货；
在二手交易平台闲鱼上，卖汉服的
也不在少数。“绝版款”的字样随处
可见，有些款式价格高达上千元甚
至上万元。

爱其表更爱其里
汉服热折射传统文化魅力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绝大部分
汉服爱好者都是因为‘汉服好看’才

开始接触这个圈子。”“瑾辰”坦言，
慢慢的，有的人渐渐产生了情怀和
理想，深入进去了。

在不少汉服爱好者眼里，每一
件精美的汉服背后，都蕴含着中华
传统文化积淀千年的美学内涵。“我
觉得穿汉服不仅仅是因为它好看，
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服饰，我希
望能向世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一名汉服爱好者告诉记者。

叶柠榕是“缑城汉韵”汉服社的
发起人之一，他进入汉服圈主要就
是迷恋传统文化。叶柠榕认为，宣
传汉服文化对弘扬传统茶文化、国
学等均有一定促进作用。“通过汉服
社的活动，让更多人接受汉服文化，
从而关注到其内涵。如让汉服爱好
者同聚乞巧，追溯七夕最传统的习
俗，穿针引线、手工竞巧、投壶……
可以说，汉服背后的传统文化更值
得学习。”

据悉，除了汉服社，叶柠榕等人
还成立了一个汉服工作室，平时会
举办各种活动，弘扬传统文化。今
年他们就举办了花朝节祭花神，中
秋拜月等活动，受到了不少汉服爱
好者的欢迎。

穿越千年的时光 缑城刮起汉服风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麻晓丹

电动车闯红灯，甚至顶着机
动车流逆向行驶……有相当数量
的电动车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亟
待加强。据统计，9 月 1 日至 10
月8日，县120急救站接到车祸报
警求助 257起，其中由电动车引
起的占七成。

近日，县 120 接到报警称老
农贸市场东大门有辆电动车与私
家车发生刮擦，电动车车主受
伤，需要救助。急救人员到达现
场时，看到装着遮阳棚的电动车
倒在路上，伤者已被移至路人车
内。伤者告诉急救人员，骑行时
带着安全头盔，相撞摔倒后就出
现头晕、左腿疼痛的情况。急救
人员初步检查，伤者生命体征稳
定。随即，快速送至县第一医院
救治。围观群众说，可能因为电
动车上的遮阳棚挡住车主视线而
发生事故，具体原因有待交警部
门认定。

当天下午 4：32，县 120 又接
到一起电动车与机动车相撞事
故，电动车上两人都受伤，且均
为学生，只有 12岁。其中一名女
生左上肢受伤，送至第一医院治
疗。另一名女生左脚踝肿胀压
痛，明显畸形，经第一医院检
查，确诊为左侧胫骨、腓骨骨
折，家属考虑后送往宁波进一步
救治。

电动车不同于私家车，发生
车祸时，骑行人难免会遭到不同
程度的受伤，事故发生的原因不
外乎：闯红灯、不按规定道路行
驶、未佩戴安全头盔、超载……

县 120 提醒各位电动车主，
骑车上路请遵守交通规则，生命
安全居首位。发生事故时，应沉
着冷静，及时拨打 110报警。有
人员受伤时，拨打 120呼救。如
有骨折及怀疑颈椎或者腰椎脊椎
受伤人员，不得随意搬动，以免
造成二次伤害。如有出血，可用
洁净毛巾、手帕等按压包扎止血。

电动车交通事故频发
交通陋习需改正

书香伴假日
国庆长假期间，县新华书店漫书咖里坐无虚席，很多市民选择在知识的海

洋中遨游，享受书香为伴的悠闲假期。
（记者 惠广亮 摄）

主旋律电影受追捧
今年的国庆档佳片可谓是“扎堆上映”，《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攀登者》三部主旋律电影叫好又叫座，而三部通刷成了不少市民的“标配套
餐”，备受追捧。

（记者 惠广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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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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利恒盈（12个月）

稳利恒盈3年期

期限

82天

173天

91天

91天

366天

1155天

起点金额

1万

1万

5万

1万

1万

1万

比较基准

3.87%

3.89%

4.4%

4.03%

4.10%-4.40%

4.45%-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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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3.75%

3.90%

风险等级

R1

R1

R1

宁海支行地址：宁海县外环路13-1号 电话：83556166 8355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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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1

2

3

4

村名

铜岭村
（铜岭祝）

铜岭村
（铜岭头）

建房户姓名

林世亲

徐锡毛

徐锡方

徐定勇

在册人口

1

2

2

4

拟批准面积（㎡）
121.8

121.8

121.8

60

建房用地性质

新建使用

新建使用

新建使用

新建使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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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人民政府
桥头胡街道办事处

个人建房用地批前公示

为了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审批原则，现将申请建房户的有关情况向社会公示，

若存在异议的希在公示之日起7日内来人或来电，向我单位如实反映相关情况。

联系电话：59958529

汉服大荟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