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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看变化

本报讯 （记者 周震霄 通讯
员 张峰 黄瀚渝） 10月 17日中
午 12时 05分，县消防救援大队 119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西店镇铁江东
路3号一小孩，因贪玩导致头被竹编
凳子卡住，父母焦急万分却不敢轻易

施救。接警后，县消防救援大队迅速
派出1辆消防车7名指战员赶赴现场
处置营救。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小男孩的头被一条椭圆形的竹编凳
套住，男孩在家人的陪伴下，情绪相

对稳定没有哭闹。消防指战员立即
利用破拆救援器械对凳子进行剪切，
只听“咔”的一声，套在小孩头部的凳
子被剪断，被困男孩成功救出。

现场，男孩妈妈说：“他们两兄弟
自己在玩，玩着玩着，一不留神，哥哥

就把竹编凳套在了弟弟头上，由于害
怕轻易采取措施会给孩子造成二次
伤害，所以就立即报了警。

消防部门提醒：年幼的孩子自身
对危险没有认知，日常生活中，家长
一定要看护好孩子，防患于未然。

熊孩子被凳子卡住头 消防员“施法”解救

记者 周韵健

随着时代的发展，竹篮、竹筛
子、竹箩筐等篾制品已淡出人们的
视线。但在前童古镇，有一位年轻
的匠人，仍坚守着这门非遗老手
艺，他不仅传承竹编，还将传统技
艺与时尚元素相结合，让竹编老树
开花，成为时尚的“弄潮儿”，成
功“出圈”走向广阔市场。

从玩竹编到醉心其中
这位匠人叫杨维炉，宁海竹编

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国家高级
技师。他的父亲是一位干了50多年
竹编的老篾匠，到他这里是第 6
代，可谓竹编世家。2008年，26岁
的他开始学习竹编。起初，只是抱
着玩的心态，渐渐地开始迷上竹
编，天赋极高的他一年多后就开始
自己设计、创作。“这件以‘福寿’为
主题的挂屏是我的第一件作品，由
2000多根篾片编织而成，不能编错
一根，不然整幅图案就毁了。”杨
维炉指着墙上的大件挂屏说，这是
送给外婆的80大寿礼物。

自此，杨维炉开启了独当一面
的竹编之路。“禁塑令后，竹制品
市场一度回暖，曾经有个订单，一
个月就要做 1000个竹篮。”杨维炉
接到的订单不少，产品也做得精
致，但他总觉得传统的竹制生活用
品市场小、价格低、利润薄，很难
做大。于是，心思活络的他萌生了

转型升级的想法。
没有一件事是可以一蹴而就

的。杨维炉将学习作为捷径，翻阅
各种书籍查询竹编资料，逐渐掌握
更多的技法和图案，并远赴四川、
贵州乃至韩国、日本等地搜罗各种
竹制老物件，学习器型、花纹，挖
掘背后的工艺、寓意。“红妆、永
春、拔丝……竹编技艺区域性强，
各地各有特色。”杨维炉表示，跟
竹相关的非遗就有不少。在各地探
访时，他沉醉于古人精湛的技艺，
可调节高低的竹枕头、榫卯结构的
筷子筒等一件件老物件让他惊叹不
已。这些年，痴迷收藏的他从各地
购买的老物件多达4000多件，自己
也博采众家之长，变成了行走的

“竹编样式百科全书”。

从文创产品到潮流新品
凭借丰富的知识储备，杨维炉

厚积薄发开始开发文创产品。“你
看，这个竹香囊，编法参照古时的
蝈蝈笼，里面装有松树精华，小巧
玲珑、十分讨喜。”他手中的竹香
囊还散发着阵阵木香。向记者展示
完，又指着茶桌上的杯盖托说道：

“这个产品可以说是无中生有，灵
感来自于竹菜罩的把手。但相较于
竹把手，杯盖托的价值翻了十几
倍。”杨维炉还开发了竹戒指、竹
手镯、竹挂件等产品，不少产品出
口日本等国家。

杨维炉在探索中找到了一条新
路，但真正打开他“新世界大门”
的是在一次展会中。在2020顺德设
计周暨DWE广东工业设计产业博
览会上，一位高校的院长对他的竹

编产品很感兴趣，并建议他做“独
具中国元素的时尚产品”。这句话
点醒了杨维炉，“传统文化是中华
文明的千年根脉，竹文化也是其中
的一部分，将传统做成时尚，大有
可为。”杨维炉觉得，从近几年各
地掀起的国学热、博物馆热、汉服
热就可以看出，传统文化背后的价
值理念历久不衰。

杨维炉将主攻方向放在了女士
的包上，定位“小众、时尚、高
端”。他用精湛的技艺将一根薄至
0.3 毫米的竹篾编织成传统纹路，
再根据设计师的设计，选用最好的
牛皮，制成国风手提包。“根据传
统纹路的含义，我们还给每个包起
了名字。”杨维炉指着手机中的图
片说道，这是包罗万象系列；这个
包用的万字纹，叫一本万利；这个
包用的鱼鳞纹，叫做鱼跃龙门……

一个个名字不仅赋予手提包美好的
寓意，更让每个包有了灵魂。这些
包上市后，售价普遍 3000元以上，
但依旧受到热捧。近期，在广州举
办的第10届广东设计周上，杨维炉
带着几十个包和饰品一经亮相，就
受到举办方和客商的一致好评，包
罗万象系列竹编包获评绿色设计
奖，“竹与皮的碰撞，传统与时尚
的融合，这正体现了展会的主题
——设计赋能产业。”

当前，杨维炉正与简物心选等
线上平台洽谈，准备将这些国风潮
包搬上更大的平台。“一方面，通
过线上销售以及众筹、私人定制、
DIY等多种模式进一步做大手提包
系列。另一方面，计划进军装修行
业，将竹制品运用到吊顶、墙面、
屏风等家装区域。”

杨维炉：

让传统竹编成为时尚新宠

记者 娄伟杰 通讯员 周国亮

来自新疆在宁海经商多年的玉
荪因为不了解本地入学招生政策，
导致两个子女错过了报名时间而无
法上学，最后在跃龙派出所民警陈
晓平的帮助下，顺利在辛岭小学入
学读书，这可让玉荪一家长舒了一
口气。为此，玉荪特意找人制作了
一面写有“警民鱼水情 民族一家
亲”的锦旗，送到陈晓平手中，向

公安民警表示感谢。
事情还要从 9月 6日说起。那

天，陈晓平在斗门张村走访时，恰
好来到玉荪租住的房屋，看到他的
两个子女都在家里玩。细心的陈晓
平想，现在正是开学季，这个年龄
段的孩子不是应该在上学吗？他问
玉荪：“孩子们怎么都在家里，没
去上学呢？”玉荪的儿子脱口而
出：“叔叔，我想上学！”这句话让
陈晓平感到一阵心酸，这到底是怎

么回事？在陈晓平的询问下，玉荪
说出了他遇到的难题。

原来，他在宁海开烧烤店多年
了，女儿一直在老家读书，由家里
老人照顾，9月份就应该读三年级
了。现在他在宁海的生意日渐红
火，就想把女儿接到身边来照顾。
而儿子幼儿园也毕业了，要进小学
读一年级了。没想到，因为玉荪对
宁海本地的招生入学政策不了解，
等他去咨询入学事宜时，报名时间

已经结束，没有学校能够接纳他的
两个子女了。

了解情况后，陈晓平作了详细
记录，并形成书面材料，先后多次
到跃龙街道、城区教办和县教育局
对接。在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半
个月后，玉荪两个子女的读书问题
顺利解决。目前，玉荪的女儿、儿
子分别在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辛岭
校区三年级、一年级就读。

“小孩子上不了学怎么行？我来想办法……”
——外来娃上学记

本报讯 （记者 潘怡帆 通
讯员 陈趣心） “如果身边的
人突然倒下，你会采取什么样的
急救措施？你知道如何进行心肺
复苏吗？你了解 AED的使用方法
吗？”近日，宁海老年大学开展应
急救护培训，为老年大学学员和

“银辉”志愿者们带来了一场应急
救护培训。

培训现场，工作人员对应急
救护程序、心搏骤停识别、心肺
复苏操作流程以及 AED的使用方
法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并现场
模拟急救场景，进行急救演示。

学员和志愿者们在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操作，将心肺
复苏和 AED使用的理论知识和关
键技巧学以致用，通过亲身体验
来巩固所学内容。

此次培训作为老年大学平安
校园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

提高了老年大学学员和“银辉”
志愿者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助能
力。下阶段，老年大学将继续做
好平安校园建设，严抓疫情防
控、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
练，持续提升校园整体安全水平。

宁海老年大学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创城为民、创城惠民。创城工作中，我县聚焦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查缺补
漏、补齐短板，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全面提升人居环境。

近日，记者来到老车站小区，看到经过改造提升的小区已经发生了显著变
化：原来老化、褪色的墙体被粉刷一新；路面划分了统一的停车线，停车更加
规范；打造了休闲区域，增设石桌、石凳等基础设施……美观而温馨的小区环
境大大提升了市民幸福感。

老车站小区位于兴宁菜市场附近，建于上世纪90年代，基础设施建设不
全，管网、线路严重老化，既影响美观也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今年，我县
将其列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进入全面改造。

（记者 潘怡帆 摄）

老车站小区焕发新活力

杨维炉竹编作品

旧大门

新大门

原先的储物间

改造后的储物间

宁海县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场所迁址公告
根据县政府工作安排，自2021年10月25日起宁海县残疾人联合会办

公地址由跃龙街道兴海南路696号搬迁至人民大道209号（农机大楼）办
公。

搬迁时间:2021年10月22日（周五）—24日(周日)。
因迁址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咨询服务电话:0574-82531608
特此公告。

宁海县残疾人联合会
2021年10月21日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2：00—5：30
地址：宁海县桃源中路228号

宁海传媒集团东侧一楼广告部
咨询电话：6557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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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商务综合楼出售
位于宁海越溪乡政府旁有一幢独立的商务综合楼（内含电梯）欲整体出售，该楼占地面积1700m2，建筑面积4200m2，独

立天井围墙，可用于开设饭店、宾馆、公寓、办公等，环境适宜，产权完整，新建大楼，有意者电话联系。电话：18058231166

商务、公务、旅游、体检包车（6座、19座、39座、50座、55座、60座）
宁海县欢乐同行旅游车队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66928888 13732136971 （微信手机同号）

大鱼馆连锁办酒 红酒 白酒 饮料全送
酒席每桌菜肴满1288元起就送红酒守护神干红1瓶，老缑城白酒1瓶，蓝莓汁苹果汁各1瓶

1588元1999元2388元2888元3699元各种档次都有

酒席菜肴实打实 为我们自己的和满商贸红酒公司打品牌
地址：北斗北路226号和跃龙路十字路口向南30米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
康辉国际旅行社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欢迎举报，重重有奖！宁海县生态环保“110”诚邀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五水共治”
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接受广大市民监督，特设立宁

海县生态环保“110”有奖举报。
一、举报受理内容
1、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垂钓、游泳等行为；
2、河道排口晴天有排水，河水颜色变深有异味，河道

或河岸偷倒垃圾或垃圾未清理、偷排泥浆等行为；

3、沿街店铺通过雨水口排放污水、倾倒餐厨、厨余垃
圾等行为；

4、运输车辆冲洗产生废水直排等行为；
5、露天垃圾（工业、生活、秸秆垃圾）焚烧等行为；
6、建筑施工扬尘，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随意倾倒等行

为；

7、工业企业偷排、漏排生产性污（废）水，物料堆场未
采取防尘防雨措施，工业固体废物随意倾倒、非法处置等
行为。

二、举报渠道
拨打投诉电话0574-59999110。
三、奖励方式

1、视举报内容情节轻重，对第一报料人分别给予30、
50、100元的话费奖励。

2、在收到举报信息后，第一时间内予以核实，并发放
话费奖励。

县生态办、县治水办、市生态环境局宁海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