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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丽，一名“95后”
军嫂，为全力支持丈夫工作，
辞职在家照顾孩子，承担起一
个家庭的重担，获评首届“十
最百美”之最美军属。

■本报记者 倪劲松

给孩子做饭、洗澡，陪孩子游
戏、玩耍，教孩子看图、识字，孩
子睡觉了，她还要忙着洗衣服、整
理房间、打扫卫生……作为一名全
职妈妈，胡佳丽的生活基本是围着
孩子转的，每天的时间几乎被孩子
占据了。“能这样陪伴孩子成长也
是一件幸福的事，等他上了幼儿
园，我会重新找一份工作。当下，

这是最好的选择。”看着活泼可爱
的孩子，胡佳丽认为一切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之前从没想过我会做个全职
妈妈，但我选择成为一名军嫂，这
也是我心甘情愿为家庭的付出。”
2017年，胡佳丽从浙江师范大学
毕业，应聘到一家中学成为一名初
中语文老师，每天的生活忙碌而充
实。也是在这一年，她认识了年轻
帅气的海军士官韩卓晓，开始了聚
少离多的“异地恋”。“我想我还是
比较独立的，男朋友也不是非得时
时刻刻陪伴在身边。我知道他的工
作性质，这是我一开始就能接受的
事实。”回忆起两人第一次见面的
场景，胡佳丽脸上洋溢着甜蜜，

“他为人正直可靠，对我也很贴
心。虽然我们见面的时间很少，但

我们对待生活和工作认真的态度，
对感情认准了就一直会走下去的想
法都是一致的。”一年后，他们携
手迈入了婚姻的殿堂。

韩卓晓的部队驻地虽然在宁
波，距离并不远，但部队工作忙，
很少能回家。无论是恋爱时还是结
婚后，胡佳丽已经习惯了韩卓晓不
在身边的生活，习惯了一个人逛
街、一个人看电影。十月怀胎，由
于孕期反应大，胡佳丽不得不回家
静养，本是需要丈夫照顾和呵护的
时候，韩卓晓却只能抽时间打个电
话问候一声。为了不让丈夫分心，
胡佳丽很少在电话里提到自己的不
适，还叮嘱丈夫在部队好好工作，
不用记挂自己。因为孩子的提前到
来，韩卓晓甚至错过了孩子的第一
声啼哭，直到孩子出生的第二
天，他才匆匆赶来陪伴在胡佳丽
的身边。

产假结束了，为了不影响双方
父母的工作，胡佳丽干脆辞职全心
照顾孩子，“孩子小，家里终归要
留一个人照顾，而我，是最合适的
人选。”放下事业，全职带娃，本

不在胡佳丽的人生规划中，但她还
是及时调整好心态，让自己的心真
正回归家庭。“当时，我丈夫还是
挺内疚的，因为他不在身边，没能
帮我分担。但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
人中必须有一个人要为家庭多付出
一些，那么这个人就是我。”

选择当军嫂意味着奉献，意味
着聚少离多。“爱他，就要理解
他、帮助他，为他解决后顾之忧，
并且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照顾好孩子
和家庭，让他安心工作。”作为一
名军嫂，胡佳丽明白，丈夫是属于
部队这个大家庭的，自己不能因小
家而误大家，“夫妻之间要互相信
任支持、互相体谅理解，这些都是
我应该做的。他从部队回来，也会
帮我做家务、照顾孩子，我们两个
人共同撑起一个小家，生活就是这
样平淡而幸福。”

在妻子的支持、理解和包容
下，韩卓晓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
部队表现优异，多次获得优秀士
官、先进干部等荣誉，2019年荣
立个人三等功。今年，韩卓晓选择
留在部队继续服役。

胡佳丽：只想默默为你分担风雨

本报讯（记者 陈福良 通讯
员 朱丽） 前不久，牟山镇新乡
贤、宁波艾尔通风设备有限公司总
经理鲁浩军出资5万元，为牟山镇
中心小学音乐教室添置相关设施设
备，受到了该校师生的好评；今年
年初，鲁浩军向该校捐赠了18套
总价值约20万元的新风系统，为
师生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环境。

“能为教师和学生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是我最大的心愿。”鲁浩军诚
恳地说。

助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仅仅
是牟山镇新乡贤奉献社会的一个方
面。该镇有着良好的新乡贤工作基
础，以省爱乡楷模、港胞魏绍相先生
为代表的新乡贤在助力乡村振兴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虽然生活在
外、创业在外、成功在外，但是始终
情系家乡，在促进家乡教育、卫生、
文化、慈善事业发展方面作出了重
要贡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魏绍相
先生就开始为家乡发展添砖加瓦，
先后捐资建设了牟山镇中魏绍相教
学楼、牟山镇卫生院门诊楼等，并
设立魏绍相奖学金，至今累计为牟
山镇捐赠资金300万元。在魏绍相
先生的示范带动下，近年来，牟山
镇新乡贤捐资建设家乡的热情更加
高涨。2015年，新乡贤、浙江松
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胡铲明和妻子沈燕燕、侨胞沈亦
平共同捐资设立了为期5年的松原
侨爱奖学奖教基金，每年对取得优
异成绩的牟山镇教师和学生进行奖
励，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教师的工作热情。2015年至
2020 年期间，共发放奖励基金
99.32万元。2020年，松原侨爱奖
学奖教基金圆满完成奖励任务后，
胡铲明、沈燕燕决定继续开展新一
轮为期五年的奖学奖教活动。

与此同时，近年来，牟山镇深

入挖掘新乡贤资源，积极搭建新乡
贤发挥作用的平台，广聚贤才、探
索创新，引领新乡贤成为共同富裕
的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在该
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镇商会
的带动下，新乡贤积极参与捐资助
学、修桥铺路等公益慈善事业，努
力回馈社会，自觉承担责任。

2019年，新乡贤、美籍华人
魏曾誉先生出资50万美金，成立
了“魏冾记”慈善基金，每年用基
金利息奖励该镇优秀师生，帮助困
难学生。众人拾柴火焰高，同年，
在新乡贤、牟山镇商会会长胡志洪
的带领下，该镇新乡贤集资100余
万元，为牟山镇中修建了育才桥，
解决了以往师生上学、放学需要逆
向而行的尴尬局面；新乡贤、宁波
爱诗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邵成杰
为牟山镇第一幼儿园捐赠了价值6
万余元的室内儿童游乐设施。今年
年初，新乡贤、浙江海创锂电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海军，为母校牟
山镇中捐赠了一套价值近10万元
的室外全彩LED大屏；新乡贤、
侨眷沈群群向牟山镇中心幼儿园捐
赠了价值6万元的图书。新乡贤们
的这些捐赠项目，为牟山镇教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镇新
乡贤带头出资出力，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作出了应有贡献。其中
2020年和2021年两年里，新乡贤
累计捐款343万余元，捐赠物资价
值近10万元。2021年5月，该镇
因势利导成立了新乡贤联谊会。会
上，在新乡贤联谊会会长胡志洪的
带领下，新乡贤们慷慨解囊，捐赠
资金230余万元，设立了新乡贤

“助力乡村振兴”基金，以此助力
乡村振兴公益项目以及崇德优教和
扶贫助困等公益慈善项目的实施。
新乡贤的种种善举不胜枚举，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努力回馈社会 自觉承担责任

牟山镇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黄庐锦

近日，第十五届宋庆龄奖学金
评审结果揭晓，泗门镇中心小学六
年级学生徐昕然获教育部、中国福
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颁发
的第十五届宋庆龄奖学金，成为我
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学生。

徐昕然今年12岁。虽然她的
身体不好，但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取
得了不输他人的优异成绩，曾多次
被评为校三好学生，2021年度更
是被评为宁波市“新时代好少
年”。徐昕然的班主任阮亚君多次
赞叹：“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学
习上，她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勤奋努力、踏实上进、坚强勇
敢……小身躯、大能量，她就是我
们身边快乐的‘小精灵’！”

面对身体上的不便，徐昕然从
未怨天尤人，她说：“人生有无限
可能。自暴自弃绝不会有好结果，
体质上的不足不能阻止我前进的
脚步，后天的努力一定能弥补先
天的遗憾。”抱着这样的信念，即
使在经历两场大手术后，徐昕然
依旧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坚持学
习。在4个月的居家休养时间里，
徐昕然每天通过上网课和自学跟
上学习进度。

在班级里，徐昕然和同学们相
处和睦，她为同学讲解习题，同学

则自发担起照顾她的职责。“爱是
相互的，我们对彼此的关心关爱最
终汇聚成班级温暖如家的氛围”。
徐昕然表示，最让她感动的一件小
事是有一次去科技楼上课时，走廊
上有一小摊积水，牵着她手的同学
马上引导她走到另一侧干燥地面，
防止她滑倒。正是这样一个细小的
举动，让徐昕然深切感受到同学对
她的关怀。

在日常生活中，徐昕然也有自
己的兴趣爱好。性格喜静的她喜欢
阅读、书法和唱歌，她说：“由于
身体原因，我不能参加体育活动，
但是阅读和唱歌是我最喜欢做的事
情，特别是唱歌。音乐有感染力，
是我隐形的朋友。”徐昕然的歌声
总带有浓烈的情感，多次获得校内
唱歌比赛第一名。

在今年5月份泗门镇中心小学
建校120周年文化艺术节上，每个
班级都组成方阵，徐昕然坐着轮
椅，身着和同学们一样的七色彩虹
服装，一起参与到这次活动中，共
同分享欢庆喜悦，为学校送上最真
挚的祝福。

谈及今后的人生规划，徐昕然
表示自己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今后的人生规划固然重要，
但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当下，我要尽
力走好每一步，绝不浪费生命中的
每一秒。”

“绝不浪费生命中的每一秒”
——记宋庆龄奖学金获得者徐昕然

本报讯（记者 曹婷婷 通讯
员 傅王璇）“多亏你们从项目开
始以来的层层把控，我们才能这么
快用上电，真是太感谢了！”9月
20日，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政企服务班班长陈春辉和其他电力
人员一起来到宁波川原精工机械有
限公司进行送电作业，在顺利送电

后，企业负责人握着陈春辉的手，
感激地说道。

据了解，宁波川原精工机械有
限公司是滚动轴承制造的高竞争力
企业，主要生产经营切削机床、数
控自动车、自动车床、轴承车削生
产线、自动精密轴承套圈车床等设
备。随着企业的发展，原有的两幢

厂房已无法满足生产所需。为扩大
产能，川原公司新建了四幢厂房，
规划新增变电容量2750千伏安。

接到川原公司的用电申请
后，市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委派经
验丰富的客户经理上门服务，并
联合各部门工作人员到现场勘
查。各专业人员密切配合，一个

兼具经济性和方便性的供电方案
迅速出炉。

送电当天，现场工作负责人带
领班组成员严格执行标准化作
业流程，确认现场电源处于停电
状态，并做好各项安全措施，接
着才进行一系列的竣工验收、装
表作业以及送电操作。下午3时
30分，送电工作顺利完成。“我们
要求是9月底能够送电，没想到提
早了10天，真是太高效了。”企
业负责人惊喜地说，“现在生产设
备也能提前进场，马上就能投入
生产了。”

市供电公司：高效送电助企纾困

本报讯（记者 韩宇雯） 近
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公布“智慧助老”优质工作案
例、教育培训项目及课程资源第二
批推介名单。宁波广播电视大学余
姚学院（社区学院）报送的《“姚
优教”智慧助老实践路径》成功入
选“智慧助老”优质工作案例，为
宁波市唯一。

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共
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之一，余姚电
大 （社区学院） 以“政府主导、
统筹协调，分层合作、区域推
动，应用为先、育人为本，科研
引领、高效发展”为原则，在农
村地区积极开展智能手机应用普
及教育，让数万名农村老人搭上

了“智慧快车”。学校发挥终身教
育资源统筹、校社合作等优势，
在“双百千万防疫科普”活动期
间就地就近开展精准服务，线上
线下辅导老年学员4.7万人次，充
分展现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近年来，余姚电大 （社区学
院）深耕老年教育领域，独创分
层合作老年教育模式，锤炼老年
教育优秀师资队伍，构建起完善
的“1432”（即 1 个学院、4 个
街道、32 个村社教学点） 老年
教育网络。就医指南培训、美好
旅行攻略、手机摄影等一系列课
程，让全市老年朋友享受到了实
实在在的智能技术应用学习服
务。

教育部推介

余姚电大（社区学院）智慧助老项目

本报讯（记者 胡张远） 近
日，在全省健康系统慢性病技能
竞赛活动中，我市妇幼保健院医
生鲁吉作为宁波市代表队成员参
赛，荣获个人二等奖，被授予

“浙江省慢性病监测技能能手”称
号，并获得“宁波市拔尖人才”

的认定资格。
据了解，此次慢性病技能竞

赛活动以开展专业技能竞赛为契
机，以赛促学，主要考察慢性病
监测中的死因监测相关技术。考
察形式包括理论测试、技能操作
和案例分析。

我市一人荣获

“浙江省慢性病监测技能能手”称号

9月22日，凤山街道季卫桥社
区举办“喜迎二十大”主题诗歌朗
诵会暨第十九届“百姓之声”文化
艺术节开幕式。《山水凤山》《古桥
新韵》 等诗歌表达了居民热爱家
乡、奉献家乡的心声。

记者 黄静波摄

诗歌朗诵会

喜迎二十大

近日，市税务局青年干部制作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操作指南，并赴企业
实地走访、现场辅导，提醒企业及时统计受损资产情况和留存相关备查资
料。这项服务受到了广大企业的欢迎。

记者 黄静波摄

制作“税收宝典” 贴心服务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