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Do you think
because I’m poor，obscure，
plain. I’m soulless and heart⁃
less？”“Jane，Jane，strange. it’s
almost……I love as my own
flesh. ”前天上午，在崇寿初
级中学英语戏剧社活动室内，
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
经典戏剧《简·爱》正在这里
排演，808班学生邹佳豪扮演
的罗彻斯特先生和802班学生
张梦佳扮演的简正进行着一场
对话，他俩丰富的表情动作加
上流利的英语，引得现场同学
掌声阵阵。

在这所偏居慈溪北部的乡
村学校内，以表演的方式演绎
孩子们喜爱的英语剧并非第一
次。自从该校创办了英语戏剧
社，《简·爱》、《傲慢与偏
见》、《威尼斯商人》等一部又
一部世界名著改编而成的英语
戏剧在校内上演，赢得同学们
的追捧。

“我几年前去杭州外国语
学校培训时，看到他们的英语
戏剧表演很精彩，学生们特喜
爱，于是萌发了在我们学校也
创办英语戏剧社的想法。”英
语戏剧社创办人、该校英语老
师施湛说，从杭州返校后她向
校领导提出了这个想法并得到
支持。2017年9月，英语戏剧
社在该校创立。

穿上十九世纪风格独特的
外国服装，戴上假发头套，开
口便是英语，同学们感觉很新
奇也很酷。英语戏剧社排演的

第一部英语剧是英国女作家夏
洛 蒂 . 勃 朗 特 的 传 世 之 作
《简·爱》改编而成的。“最
初 戏 剧 社 成 员 只 有 8 名 学
生，这部剧相对来说需要的
人物角色较少，所以选择了
它。”施老师说，由于孩子们
没有戏剧功底，刚开始排练
时难度很大，一次次磨合后
才逐渐有了自信。施湛既当
指导老师，同时还兼化妆和
服装造型。该英语剧在学校

“放飞梦想阳光成长”艺术节
活动上演出，虽然学生表演
尚显生疏，但仍赢得了广大

师生热烈的掌声鼓励。
这次演出后，社员们对学

习英语的热情大大增强，也吸
引更多同学报名参加英语戏剧
社。目前，戏剧社的社员已增
加到40多名。“还有很多学生
想加入，但各方面条件限制，
我们现在只能吸收这么多人
数。”施湛说。

从《简·爱》到《傲慢与
偏见》，再到《威尼斯商人》，
英语戏剧社的社员们已排演了
8部世界名著的英语剧。今年
4月份，在该校艺术节上，一
部《灰姑娘》赢得满堂喝彩，

场面堪称“轰动”。前不久，
孩子们还走上电视屏幕，成为
令人艳羡的“校园明星”。

在《灰姑娘》中饰演王子
的是该校807班的邹佳豪，这
位受人追捧的“小王子”，之
前却是十分含蓄且英语交流能
力并不太好的男生。“刚进英
语社的时候很害怕，因为我平
时和老师简单英语交流也卡
壳。”邹佳豪说，没想到进戏
剧社一个多学期后交流能力突
飞猛进，自信心也增强了。如
今，他已在《简·爱》、《灰姑
娘》 等多部英语剧中饰演主

角，表现十分出色。
“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学英

语，英语水平提高了。”“灰姑
娘”的扮演者万齐琪和“后妈”
扮演者吴思雨波都有同样感受。
吴思雨波还分享了自己角色扮演
中的感悟。刚开始，她为不能在
剧中扮演主角而难过，后来一想
配角演得好同样可以发光，只有
积极面对人生才能成为自己的主
角，“最后我的表演获得了大家
认可，真的很感动。”

边学边玩，不但让学生增加
了学习兴趣，学生英语成绩也得
到了提高。邹佳豪的英语成绩由
原来的 90多分，在最近的期中
考试中一跃考了110分，名列班
级前茅。吴思雨波的英语成绩之
前一直是中上等，期中成绩也突
显出很大的进步，考了112分的
好成绩。据介绍，这几年，该校
整体英语成绩也得到一定提升。

“这种边学边玩的方式增加了学
生的学习动力，都不用督促，孩
子就会主动投入学习。”戏剧社
成员陈秀的妈妈说。

为了拓展学生的兴趣，崇寿
中学英语戏剧社在开展戏剧表演
的同时，还进行了影视作品配
音、外国文化知识讲堂、中西文
化差异对比、英文歌曲演唱等多
种形式的活动。崇寿中学校长冯
建如说，我们希望给学生营造一
种体验式和开放式的环境，让学
生在不同于常规的英语课环境中
爱上这门课。现在，英语戏剧社
不但给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
台，让他们在表演过程中在思想
碰撞中擦出火花，也为英语课及
其他课程的学习注入源源不断的
活力。

创办英语戏剧社，把世界名著搬上校园舞台——

初中生演绎英语名剧
争当“校园明星”

A6 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华孝君 电话 / 63025400 城事城事

■陈畑畑 整理

微播报

复式可否过户一层给儿子
徐女士：我有一套三楼带四楼的复式，土地证有两本，

房产证只有一本，请问我可以把单独一层的房子过户给我儿
子吗？

答：经不动产登记分中心工作人员实地查看，该套房3
楼4楼作为一个整体使用，不动产登记档案系统中为一个登
记单元，登记在一个房产证上，个人不能随意进行分割。

钢板不拆除可否做伤残鉴定
张先生：我受了工伤，第一次做手术放入的钢板已经拆

除，第二次又做了手术，又插了一块钢板，请问可以在钢板
不拆除的情况下办理伤残鉴定吗？

答：伤残鉴定需要在内固定拆除3个月，并且病情相对
稳定后。

卡介苗素可否报销
马先生：我在慈溪参加的B档城乡居民医保，特病还没

有办理，目前查出癌症在上海医院做化疗，化疗需要使用一
种卡介苗素的药品，医院开了外配处方去药店购买这种药
物，请问相关费用可以回来报销吗？

答：上海药店开卡介苗素的发票不能申请零星报销。在
宁波大市内定点药店可以凭医生处方直接划卡报销卡介苗
素。提醒居民回慈溪时办理临时回慈手续。

租房可否提取公积金
孙先生：我是本地户口，公积金已经停缴，本地没有房

子的话可以租房提取公积金吗？
答：公积金交满3个月以上，租房租满1年以上，可以

凭租房的条件提取住房公积金，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本人
银行卡、无房证明。

生长激素针能否报销
陈女士：慈溪参加的农保，请问在宁波妇女儿童医院打

生长激素针能报销吗？
答：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剂属于医保乙类，限工伤保险

或以下适应证之一的重症抢救：①儿童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
症；②慢性阻塞性肺病合并呼吸衰竭；③机械通气；④大面
积烧伤或大手术。

员工产假结束后可否不续签
施女士：员工预产期是 5月份，劳动合同到 7月 4日到

期，单位可否在该员工产假期合同到期后不续签？
答：《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第九条第三项：劳动

合同或者聘用合同期满而孕期、产期、哺乳期未满的，除女职
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外，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
应当顺延至孕期、产期、哺乳期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
条第一项规定，劳动合同
期满，劳动合同终止。

（以上信息由慈溪
81890 工作人员提供答
复）

本报讯 “9月初，我放
在庵东某村医疗站大厅两侧的
快递有被偷的现象。到了 10
月28日，又有快递被偷。”去
年 10月 30日，中通快递在庵
东某村的快递员向公安机关报
警，称自己投递到该村医疗站
等待客户自行领取的快递接连
丢失。

由于送货上门多有不便，
这个医疗站便充当了该村快递

代收点的角色，好几家快递公
司都会把快递送到医疗站，等
待收件人方便时自行到此领
取。

据了解，接到客户反馈未
收到快递的不止中通一家，韵
达、百世汇通、圆通等几家快
递公司的快递员都反映，附近
几个村的投递点都没有出现异
常情况，唯独放在该村医疗站
的快递在8月至10月间经常找
不到，只好向客户赔偿。

医疗站大厅有监控，所以
要找到“元凶”其实并不算

难。很快，公安机关就将目标
锁定在了一个来该医疗站配药
的中年女子身上。2018年 11
月 2日上午，潘某主动投案。
潘某 40来岁，家在龙山，但
由于工作的关系，日常生活的
大部分时间都在庵东，是个过
着平凡生活的普通中年女子。

经 查 ， 2018 年 8 月 21
日，潘某在上述医疗站配完
药，“顺手牵羊”了放在大厅
地上的快递包裹1只，内有雅
兰仕音箱 1对。9月 6日，潘
某在上述同一地点窃得日本动

漫《海贼王》和《银魂》里的
2个收藏模型。

一而再，再而三。10 月
25日，潘某窃得火龙果1箱和
贝拉贝内衣 2 套。 10 月 28
日，她又偷了几个包裹，里面
有麦饭石不粘平底锅1只、木
质名片夹8只、攀岩小人20只
等物品。

偷来的这些包裹，可以
吃、可以用的，潘某都拿来自
己享用了，其他拆出来觉得毫
无用处的物件，都被她随后丢
弃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拿错

了一两个快递，没有被人抓
住。”潘某于是抱着侥幸心理接
连偷了起来，总以为不会被人抓
住。

据悉，除了 1箱火龙果和 2
套内衣无法估价，其余物品总值
超900元。案发后，潘某赔偿了
各被害人快递公司相应的经济损
失，并取得了书面谅解。

最终，潘某因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多次秘密窃取公民财物，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判有期
徒刑 6个月，缓刑 1年，并处罚
金1000元。

音箱、火龙果、平底锅、手办……
中年女子“顺手牵羊”上了瘾

微信网友初八：老母
鸡孵了三只小鸡，小朋友
兴奋地用手一探，老母鸡
立马啄了上来，用身体挡
住，母爱满满。

（5月13日18时39分）

@慈溪小 S 大夫：
古塘街道开发社区家庭医
生服务日，城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孙迪辉医生为居
民量血压。

（5月13日14时24分）

@胡胜杰围脖：这
些废弃的洗液塑料壶，制
成花瓶很不错！

（5月14日9时41分）

微信网友君君：小风
车般的欧月，载着美丽的
梦去远方。

（5月14日7时59分）

图为施湛老师与扮演《灰姑娘》各个角色的学生在一起。

在扬州东关老街，有一家画室，室内，画像琳琅满目，画家在看电脑；室外，逛
街的两位姑娘聚精会神地蹲在橱窗前观摩。

■拍拍小友 陈吉生
画室内外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苗青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路余 史梦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