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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 赵 祎
慧 潘 云 翔 通 讯 员 王 小 飞）
日前，在桑洲镇中心小学里，孩子们
盼望已久的“馨”图书馆、阅览室终
于开馆了。自此，这所乡村学校的
孩子们终于拥有了宽敞明亮的图书
馆、阅览室，可以尽情在书海遨游，
享受知识的乐趣。

据了解，“馨”图书馆、阅览室面

积近 200平方米，有图书 2万余册，
共投入 21万元，改造资金由王晓飞
和王少雄两位桑洲籍爱心企业家共
同捐赠。

“王晓飞的父亲是该校的一名
退休教师，受父亲影响，他十分支持
家乡的教育事业。”桑洲小学校长张
德辉告诉记者，王晓飞的父亲已经
退休 20余年了，但父子俩一直关心
着学校的建设。每每学校举行活
动，他们都会给孩子们送来奖品，现
在学校里的孩子们都知道有位热心

的王爷爷。王晓飞表示，阅读是受
益终身的事，能让孩子们接触更多
的好书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无独有偶，王少雄也是一位从
桑洲走出去的企业家。在一次朋友
聚会上，王少雄从张德辉处了解到
图书馆升级改造项目缺乏资金，心
想桑洲是自己的家乡，应该力所能
及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便毫不犹
豫地捐赠爱心资金，希望给孩子们
一个更好的阅读环境。

“‘馨’图书馆、阅览室改造项

目，多亏了两位企业家真诚的关爱
和无私的帮助，这一善举温暖着孩
子们的心田。”为了营造更加浓厚的
读书氛围，让图书馆和阅览室真正
造福孩子们，张德辉校长还计划举
行读书摘记、手抄报等评比活动，让
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同时，鼓励
孩子们用橡皮章刻制并拓印自己的
读书卡、藏书票，让他们爱上阅读，
珍惜宝贵的阅读时间，尽享阅读快
乐，培养读书好习惯。

两位爱心企业家共同捐资21万元建图书馆

让文明馨香浸润乡村孩子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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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大学生购房补贴政策
网友sdfrgty：现在宁海大学生

购房补贴政策还有吗？具体怎么
申请？

县人力社保局答复：该政策适
用对象及保障办法：自2018年8月
12日起，毕业十年内、取得全日制
普通高校毕业证书（在海外取得学
位的，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认证并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认

证书》；包括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
书的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毕
业生），且申报时在甬就业创业的
基础人才，在宁波大市范围内首次
购买家庭唯一住房的，按规定享受
购房总额（以契税发票不含税的计
税金额为准）2%的购房补贴，最高
不超过8万元。

新政策需通过宁波市人才服
务 申 报 系 统 http://hrs.nbrc.com.
cn/网上申请，先注册个人信息，后
按照系统提示完成办理，网上预审
通过后，申报人根据短信提示打印
申请表并携带相关材料到宁海人
才市场25、26号窗口办理。

寻找·感动

@水：听说彭于晏是个形容词，希望你也来看看清晨
6点10分的宁中校园。冬哥，我们的竞赛正式拉开序幕！

@ling：想下楼走走，顺手拿了一小袋垃圾去扔，也算
没白下楼。扔完垃圾，在小区里晃悠，发现左右不对劲，
手上好像少了样东西，仔细想了想，应该是手机，幸好钥
匙没扔，到家拿了另一个手机去翻垃圾桶，又万幸现在垃
圾袋装了，我的小区遛弯在垃圾房里完美结束……

@阿潘：早上牵着“霸王龙”的手去幼儿园，突然他
停住脚步，一脸认真地说：“妈妈，奶奶腰骨痛 （宁海
话），你带她去医院看一下。”

平时调皮捣蛋得不像话，此刻，暖到我了。
三岁的孩子懂事起来，还是非常可爱的！

@马远踏歌：美丽的周末，好友来聚，夕阳如花。

@海天之恋：
等车，公交站旁，
公 交 车 里 皆 是 风
景！为这辆车师傅
的文艺范点赞！

@晓：昨在农
家乐，不知伙伴们
哪 里 搞 来 的 爆 米
胖，大家一起分享
这小时候的味道。

可怎么就开始
惦 记 以 前 大 舅 的

“米胖糖”了呢？每
次过年前，一家人
总是聚在一起“打
糖”，花生、芝麻、米
胖，手指蘸糖浆的
味道尤为香甜！

通讯员 吕晓曙

总有一种声音打动你，总有
一种情怀感染你。为提升“书香宁
海”文化活力，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推进全民阅读工作深入开展，

11 月 30 日下午，由浙江图书馆、
宁波市图书馆、县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主办，浙图文澜朗诵团、县
图书馆承办的宁海县文心朗诵社成
立大会暨“阅动宁海”朗诵会在县
图书馆报告厅举行。

据介绍，为在开拓新的阅读模
式，普及和推广朗诵文化等语言艺
术上做出探索，县图书馆团结集聚
了一批在朗诵艺术、舞台艺术上颇
有造诣和才情的热心人士共同发起
成立文心朗诵社，目前拥有首批社
员80余人。他们中有优秀的播音节
目主持人，国家级、省级普通话测
试员，我县历届微型党课授课比赛
的获奖者，教师队伍中热爱朗诵的
佼佼者，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朗诵
爱好者等。在着力提升市民文化品
位，展示阅读风采的同时，通过活
动展演、朗诵介质传播等方式致力
于让文心朗诵社成为我县文化和旅
游资源展示推介的优质平台，推动
文化和旅游的相互融通、相互促
进。

成立仪式后，浙图文澜朗诵团
的团员张丽文带来了经典诗朗诵
《岁月》，声音低回婉转，情感流露
真切饱满，令人着迷；浙江广电集
团“交通之声”主任播音员王雁等

带来了二人对诵 《走向天边的霞
光》，诗歌以“暴走妈妈”、2009年
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陈玉蓉
割肝救子事迹为创作题材，歌咏母
爱的伟大，朗诵未完，观众们已热
泪盈眶，掌声经久不息，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活动在社员代表的原
创诗朗诵《文心飞扬》中落幕。

近年来，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
大力推动有声阅读推广，积极筹建
朗诵、音乐等艺术团体。宁海县文
心朗诵社的成立为广大朗诵爱好者
搭建了专业的公益性学习实践交流
展示平台，县图书馆将筹划举办朗
诵比赛、组织诗文朗诵会，邀请省
市专家定期开展朗诵艺术培训等丰
富多彩的群众性朗诵活动，以有情
感、有温度、有底蕴的声音呈现人
们对阅读、对生活的诗意表达，彰
显艺术作品的时代之美、崇高之
美，多角度、多层次讲好宁海故
事，传播宁海好声音。

我们都是朗读者

“文心朗诵社”成立

遗失启事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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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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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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公务包车
（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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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缑城文化主题餐厅

美食热线：65222666地址：宁昌路86号
跳水活仔鱼 鱼羊鲜 葱烤青蟹 麦糊头

18888695558 15336660229
新正企业

求购厂房
校址：环球中心西北侧/兴工一路113号
咨询电话：15905748141张

专注少儿模特培训
针对3-15周岁少年儿童

自身形体塑造和内在气质的提升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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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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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财政学会

图为朗诵社成员正在激情澎湃地朗诵。 （记者 惠广亮 摄）

疏堵结合，破解人行道违停难题
近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学勉路、道义坊路、气象北路、白石头路、徐霞客

大道等路段设置人行道违停抄告警示牌共80块，在学勉路、气象北路人行道施划
机动车停车位104个。疏堵结合，破解人行道违停难题。

（通讯员 俞丽莎 摄）

本报讯 （记者 潘旭婷 通
讯员 葛超 胡楚颖） 近日,县
第一医院对全院自助机新增“特殊
病种”项目，目前已开始服务广大
患者。“以往我为了第一个挂到‘特
殊病种’的号，六点钟就来门诊排
队了，现在可省力了！”林奶奶在志
愿者的引导下顺利在自助机上取
到了“特殊病种”的号，直呼方便。

据了解，以往在县第一医院
“特殊病种”挂号、结算只能通过门
诊人工窗口，而符合“特殊病种”条
件的患者中有 80%以上为老年人，
很多老年人像林奶奶一样，为了能

早点挂号完成诊疗总是提前数小
时就来门诊排队，如果医保卡内没
有足够余额且不会使用手机支付，
就诊完成后无法诊间结算还需去
人工窗口受理。挂号、诊疗、结算
反复排队耗时耗力，对老年患者是
个不小的挑战。“特殊病种”自助服
务开通后，患者可以直接通过自助
机办理预约、挂号、缴费等项目，每
个项目所需时间不超过 2分钟，缩
短了 90%以上的排队时间，还能享
受开放时段内“特殊病种”随时挂
号、随时缴费的便利，让患者省时、
省力、省心。

特殊病种也能自助挂号了

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