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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 2018 年秋季高校巡回招聘工作拉开序幕

放眼全国“抢人才”
本刊讯（记者 陈张坤 通讯
员 侍念）国庆前夕，区人才综合
服务中心组织海伯集团、华业电力、
捷胜海洋装备、凯耀电器、德业科技
等 14 家企业赴兰州文理学院、兰
州职业技术学院、兰州理工大学以
及兰州工业学院举办校园招聘会，
率先拉开了我区 2018 年全国高校
巡回招聘工作序幕。
本次招聘会，我区 14 家企业
提供机械设计、电子信息、自动化、
计算机等我区智能制造产业专业岗
位 200 余个，还有部分英语、营销、
财会类岗位，起薪均在 6-8 万元左
右，
职位晋升通道清晰，还有大量的
驻外学习机会，岗位的多样性、广覆
盖，为毕业生的择业提供了极大的
选择性。
招聘会上，参展单位分别从

企业概况、员工职业发展、企业薪资
待遇等方面向应聘人员做出说明，
区人才中心工作人员向学生分发来
北仑就业大学生政策宣传册，详细
解读政府保障措施，解决学生就业
的后顾之忧。据统计，本次兰州地区
招聘会初步达成意向 380 余人，现
场签约 40 余人。
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我区每年组织企业
赴兰州高校开展校园招聘活动，企
业收效显著。
“兰州高校各类专业技
术人才资源丰富，其专业设置和人
才资源符合我区产业发展的人才需
求。
”该负责人说，兰州高校专场招
聘，为我区持续深化西北地区校地
及人才服务合作，拓宽人才引进渠
道，创建“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龙

头核心区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据了解，此次招聘中，我区还与
兰州文理学院举行了校企合作对接
会，双方就发展环境、大学生高质量
就业、人才合作精准化等话题进行
了深入交流探讨，鼓励学院与企业
“做精做
发展人才联合培养机制，
宁波海伯集团有
深”人才成长通道。
限公司、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宁波凯耀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和捷
胜海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四家公司
与兰州文理学院签署了校企战略合
人
作框架协议，就后期的人才培养、
巩固了我区
才输送达成了合作意向，
与各合作高校基地的合作成果。
在我区的产业结构中，智能制
造产业占据了半壁江山，也是我区
“但随
前期人才工作的服务重点。

着我区金融、计算机、酒店服务等第三
产业的快速崛起，形成了巨大的专业
人才缺口，也是我区接下来人才工作
的指挥棒和导向标。” 区人社局相关
负责人说，针对此现状，区人社局提前
预判，
预先对接了一批高校基地，做好
人才“蓄水池”。据了解，今年兰州招
聘中，我区成功推进希尔顿酒店等与
兰州文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对接，后
期双方将在酒店人才培训、引进上共
建合作机制，保证我区专业人才的供
应。
赴外高校招聘，是我区人才引进
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区人才结构
提质增量的重要保障。区人社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兰州招聘结束后，我区后
续将组织企业赴南昌、安徽、陕西、吉
林等地区开展校园招聘活动。

爱心义卖

小港“红匠工作室”成立

党员“红匠”育“蓝领”
本刊讯 （记者 陆东旭）“这
里今后可以作为企业间技术交流的
场所，成为蓝领工匠的孵化器。”近
日，小港街道枫林社区由宁波海天
驱动有限公司运控部部长引领的
“红匠工作室”正式成立，该工作室
将以“红色引擎”助推企业发展。
据了解，小港街道为进一步加
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把党的建设
作为工会发展方向，把企业技术骨
干培育、技术攻关作为有力抓手，筹
建了以党员为主体的 “红匠工作
室”，以党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
“‘红匠工作室’ 与 ‘工匠学
堂’ 的区别就是融入了 ‘红色因
子’。以陈钢为例，他在工作中先后
获得了宁波市首席工人、宁波市技
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
在红匠工作室里，党员这个身份将
进一步激发他的先锋模范作用，推
动‘工匠精神’的新发展。’”小港
街道枫林社区副主任王丽娜告诉记
者，
“红匠工作室”是作为“党建带
工建，红匠育蓝领”的区域化平台，
强化了组织覆盖，坚持做到生产经
营工作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设
到哪里，通过“培养员工”“荣誉员

工”“温暖员工”，提高员工的幸福
指数，进而带动工会工作的发展，增
强企业向心力。
随着辖区企业的迅速发展，行
业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如何将各
个企业拧成“一股绳”成为摆在社
区工会面前的一道难题。经过广泛
调研走访，社区给出了一个答案：一
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安全生产是每个企业的重要课
题，在去年的消防演习上，海天公司
邀请辖区企业共同观摩，为其他企
“红
业日常消防安全提供了经验。
匠工作室”成立后，许多企业获得
了更多资源共享的机会，有了互通、
互学、互融的平台。现在许多企业开
始学习海天的消防演习方案，进一
步提升安全指数。
“红匠工作室”的成立，引导
党员职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传
帮带”，红匠导师为许多初入职场
的职工提供了指引，让他们在日常
“红匠
工作中少走弯路。下一步，
工作室” 的导师们将进一步细分
技术领域，策划专业的钳工、数控、
叉车等职工技能比赛，凝聚企业发
展新动能。

梅山“水浒名拳”
在韩国耽罗文化节亮相
昨日上午，柴桥街道开展主
题为“人间自有真情在 爱心义
卖暖人心”活动。义卖的水杯、洗
衣液等生活物品，都由柴桥街道
和爱心企业捐赠。筹集的爱心款
将全部汇入区慈善总会，用于帮
助困难家庭。

通讯员

本刊记者 陈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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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用“茶叶”掩盖贩毒行径
货没寄出就被查获
本刊记者
“新鲜‘茶叶’，月底到货，要
的 +V”“进口 ‘茶叶’，懂的加”
……在一些 APP、论坛、贴吧上，偶
尔会出现类似的售卖信息，对于
可能扫一眼也就过
“外行人”来说，
去了，
不会特别注意，但在网警们看
来，
这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因
为当中一些所谓的“茶叶”，其实就
是一种毒品——
—大麻。
近日，北仑警方破获了一起网
络贩毒案，嫌疑人熊某正是通过网
络贩卖“茶叶”的方式来进行毒品
销售。

浏 览 境 外网 站 产
生贩毒念头
两年前，从江西南昌某大学计
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毕业的熊某带着
妻子来到北仑，从事与互联网设计
相关的工作。因为精通电脑，英语交
流也没什么障碍，他常常通过软件
来浏览境外网站。
正是这样的“见多识广”，一次
偶然的机会，熊某在某国外视频网
站上，看到了自己喜欢的嘻哈歌手
通过吸食大麻来获取创作灵感的信
息。
此后，便对大麻产生了好奇。
一次，熊某在境外网站上认识
了贩卖毒品的“网友”，并互相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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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了微信好友，由于自身手头紧，加上
一时的贪念，熊某决定通过贩卖大
麻来牟取利益。
“他在购买大麻之后，通过国
内部分论坛及网站寻找买家，因为
大麻是包装成茶叶样子来掩饰的，
所以代号就叫‘茶叶’，他在发布销
售信息之后，再通过微信、QQ 等聊
天工具来与买家商议购买的价格与
数量。”办案民警告诉记者，为了躲
避网警追查，熊某还专门搜集了一
些人数使用较多的 APP，将自己想
要散布的消息混杂在这些人的评论
中，利用那些喜爱境外文化并且崇
尚叛逆的人群来进行扩散。

还 没 发货 就 被 警
方控制
很快，熊某就找到了国内的买
家，并收取了 11000 元左右的定
金，从“网友”手上购买的 50 克左
右大麻也通过快递的方式送上了
门。根据买家所需克数，熊某把大麻
拆分成 70 多个小包装。不曾想，还
没发货，北仑新碶派出所民警就
“抢先一步”找上了门，给他戴上了
手铐。
抓获熊某后，民警在熊某的住
处发现了其从网上购买来的毒品包

王凌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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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晓

裹。而这些大麻，熊某正打算以2倍
“他买
的价格转卖给网络求购者。
来的价格是50元一克，出售的克价
高达100多元，非常的暴利，我们抓
获他的时候，他已经联系好了全国
各地20多名买家，手上的14包大麻
正打算发货。”办案民警说。
据熊某交代，自己潜意识里也
知道贩卖毒品是大罪，为了能逃避
法律制裁，还特地搜索了关于毒品
的相关法律知识进行了解，只不过
最终找错了方向。
“其实，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和警察说话。那天中午，他们
来公司抓我的时候，我一下就慌了，
当时特别的害怕。出去以后，肯定不
敢再碰毒品了，我得赶紧找工作，想
拍微电影，想继续做互联网设计。”
熊某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知道法律规定持有大麻 1
千克以上才定罪，以为自己买卖的
少没事，其实对于贩卖毒品来说，不
管多少克数，都是构成犯罪的。”办
案民警介绍道。

购买者多为年轻人
根据熊某的供述，民警对 20
多名购买大麻的买家进行了排查，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购买者当中居
然绝大部分是在校或者刚毕业的大

学生，平均年龄只有 23 岁，且不少学
生学习成绩非常优异，有几名更是知
名学府的学子。
“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学生之前
并没有吸毒史，也是因为浏览国外网
站，对吸食大麻产生了好奇，想尝试一
下，好在他们没收到货，不然大好前程
就毁了。”办案民警说。
在熊某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中可
以看出，不少大学生都表示好奇，想找
刺激，但又怕上瘾。
“因为接触了美国的相关音乐，
他们的歌词有提到，就对此产生了兴
趣，通过在网上搜索，了解到了歌曲里
面的大麻，就想尝试一下，到底是什么
感觉，有没有歌里面说的那么神奇。”
一位学生说。
“现在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不能因为所谓的好奇心，就去做伤
害自己身体和触碰法律的事。” 另一
位学生说。
目前，犯罪嫌疑人熊某已被刑事
拘留，而另外几位购买大麻的违法人
员，鉴于他们还没收到大麻，并且还没
有进行吸食。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警方
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
民警提醒市民，不要轻信网络上
关于大麻毒性低，不会上瘾的说辞，吸
食大麻后会使人产生幻觉，严重时还
会破坏神经系统，久食更是会对身体
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

腹痛竟是胆囊结石“掉入”小肠
本刊讯（记者 刘盈蓉 通讯
员 郑静芳 田野）近日，91 岁的
江阿婆因腹部疼痛 2 天，被家人送
到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医生
在问诊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阿婆说她有胆囊结石病史，胆囊内
有两枚结石，一直采取保守治疗，可
医生却发现老人胆囊内结石现在只
剩下了一枚。那么，消失的胆囊结石
究竟去哪里了？
随后，
放射科医生给阿婆做了腹
部 CT 检查，发现老人患了小肠梗

阻，这立即引起了当班医生的警惕。
老年人肠梗阻一般由肿瘤或肠粘连
引起，于是医生开始寻找蛛丝马迹，
并在老人空肠内发现有一枚环形高
这明显
密度影阻塞了肠管引起梗阻，
不像肿瘤，
那到底会是什么呢？
为了给临床医生明确的诊断，
放射科召开了读片会并调出了该患
者两年前的老片子进行比对，发现
去年老人胆囊内的两枚结石现在只
剩下了一枚，
会不会空肠内的环形高
经过仔细分
密度影就是胆囊结石呢？

析图像，医生们又发现胆囊内有气
体，并与十二指肠之间有瘘道，结石
正是通过这个瘘道 “跑” 到十二指
肠，最终达到了小肠引起了肠梗阻，
于是医生明确诊断为胆石性肠梗阻。
该患者随即被该院外科收治入
院，经过胃肠减压缓解肠梗阻症状
后进行了腹腔镜下小肠切开取石
术，手术证实是胆石排入小肠引起
的肠梗阻，手术非常顺利，目前该患
者已经出院。
据了解，胆石性肠梗阻是一种

非常罕见的疾病，是由胆结石进入肠
道后引起的肠道阻塞所致的肠梗阻，
女性多见，此次江阿婆病例是胆囊与
十二指肠产生内瘘导致胆囊结石进入
肠道引起小肠梗阻。
对此，该院外科主任余鸣锋提醒
广大市民，为预防胆囊结石，应该做
到：合理膳食，多进食高纤维饮食，减
少高热量、高胆固醇的摄入，适当增加
运动，这样才可以避免胆囊结石的发
生和发展。一旦发现胆囊结石，一定要
及时就医治疗。

本刊讯 （记者 林萍 通讯员
沈琼云）日前，
梅山水浒名拳第六代
传人傅信阳带着梅山学校 6 名学
生，应邀前往韩国济州参加 10 月
10 日至 14 日期间举行的第 57 届
耽罗文化节，带去“尚武耕读”的梅
山故事，
弘扬梅山优秀传统文化。
据了解，这是继“梅山舞狮”走
出国门后，又一梅山非遗项目在国
际舞台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接到邀请函的那一刻，傅信阳
既感荣幸，又觉得肩上责任重大。
“这次前往韩国参加表演，我们不
仅代表了梅山，更代表了中国，压力
有，信心也有。”他说。
紧接着，傅信阳和他的学生便
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们放弃
了暑假的休息时间，专心练习。周一
至周五，大家放学后都会腾出半个
小时进行集中训练。无论是道具、服
装选择还是节目编排，他们都一丝
不苟，仔细斟酌，认真筛选，全力以
赴备战韩国之行。
在韩国耽罗文
功夫不负有心人。
化节上，
傅信阳和学生们的精彩表演
获得了一致
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好评。
他们还在现场教授韩国的孩子

学习和切磋。
武术动作，
相互交流、
据了解，浙江省级 非 遗项 目
“水浒名拳” 集多种武术流派于一
身，它的兵器普通又独特，招式短
小而精悍。一张凳、一把伞、一把
耙……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器物、田
间地头的农具，都可以是兵器。
盛行于明朝，梅
这套始于宋代，
山沈氏后人用来奋起抗倭的水浒名
拳，经过挖掘、整理、抢救、编写后进
行教学实践，目前已成为梅山学校
学生们强身健体、接受磨砺和挑战
的必修课。学生们在傅信阳的带领
下学习基本动作和步法，还能学到
乌枫棍、小丁枪、棒、耙、镗等器械套
路。该课程被评为浙江省第二批精
品课程，梅山学校也荣获了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浒名拳传承基
地、浙江省体育特色学校等称号。
梅山街道文化站有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街道十分重视非遗的挖
掘、整理，采取扎实有力措施保证非
遗传承步入更加科学、专业、规范的
轨道，特别是对梅山舞狮、水浒名拳
等非遗项目进行了技能提高、队伍
重塑和转型升级，大大提高了非遗
品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