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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喜欢看韩剧的朋
友应该都知道韩国常见的自习
室。在韩国，共享自习室的数
量非常之多，跟该国庞大的考
试产业有关。2014 年前后，
规模不一的商业性共享自习室
开始在沪杭广等大城市出现，
直到2019年开始出现井喷。

去年 11月 17日，一家名
为拾臻自习馆的收费自习室在
慈溪文化商务区正式营业。老
板卢铮成和朱昕黎是一对 90
后情侣。开一家自习馆，最早
就源于小朱自己准备注册会计
师考试的需求。而对慈溪部分
考试人群而言，这个商业自习
馆也同样解决了一项“刚需”。

自习室是“刚需”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恒元

大厦A座 8层的拾臻自习馆采
访。自习馆面积 300 多平方
米，有 70多个单人位和 10多
个包间，以及一个多功能会议
室。大致分为中间的大板桌、
窗边位，以及单人位和包间等
区域，整体的装修风格比较简
约。在客人较集中的大板桌区
域，窗外无遮挡，室内的光线
不错。

记者采访的近两小时内，
整个自习馆都很安静，没有人
交头接耳。当天是周一，馆内
共有 20 多个客人在这里自
习、办工。书桌上大多是一些
考研类学科书籍，也有少数人
在使用手提电脑学习。在氛围
上，这里跟一般的大学自习室

很像。
可能在部分人看来，花钱

自习多少有些奇怪。而且，自
习多半是学生做的事。当天，
记者在拾臻自习馆见到的大多
是 20来岁的成年人。拾臻自
习馆在年中做了个152人的问
卷调查，18-30岁、本科以上
学历的客人超过了 80%。同
时，来到自习馆的客人目的很
明确，95%以上是为了安静地
学习和工作。

“我们开这家自习馆，一
开始主要是面向考公或考研的
白领。”卢铮成表示，本来他
们两个人都在文化商务区工
作。几年工作下来，发现这里
写字楼上班的白领很多，周边
环境不错，餐饮和交通都跟得
上。目前毕业一年左右的二战

考研人群成了自习馆的主要顾
客。最远的一位客人，来自西
边的周巷镇。

家住宗汉街道的陈莹晶今
年刚毕业，5月份开始到自习
馆做毕业设计。毕业之后又备
战考研，开始在自习室长期自
习。平时她和上学一样坐上半
小时公交车早到晚归，自带饭
菜，中午微波炉热一下或者点
个外卖。“比起家里和图书馆
自习室，这里环境要简单安静
一点，各方面服务都不错。”
她说，这边基本上都是考研考
公的同龄人，偶尔也能交流一
下考试信息，对学习和考试都
是一种促进。

“平时晚上的上座率高一
点，淡季能够到一半，旺季需
要提前预订。”卢铮成介绍，

有些 30岁左右的客人已经成
家，有了孩子，确实需要一个
这样的自习场所。平时偶尔也
有一些附近中学的学生来自
习，在节假日与考试人群能达
到 11。不过，小学生自制
力弱一点，除非有家长陪同，
自习馆一般是不接待的。

要营利还挺早
自习馆开业一年，卢铮成

表示客流比较平稳。相对来
说，每年的暑假到寒假（6月
到次年2月）学生和考试人群
重叠，自习馆进入旺季。另外
疫情在国外一些国家反复，20
多个本地留学生无法返校，也
选择了到自习馆上课、学习。

记者打听了一下自习馆的

收费。平时到自习馆自习，每小
时收费 6元。自习馆针对考研、
考编等不同人群，设置了不同的
优惠套餐。陈莹晶拿到的半年考
研套餐，平均一个月下来在两百
多元。

文化商务区这些年发展迅
速，成功吸引了一些新的行业和
年轻人创业。除了去年新开的商
业自习室，今年5月这里也新开
了慈溪第一家自拍馆，不过开业
后不久就关闭了。朱昕黎光顾过
这家店，她认为这家店还不错，
否则也不会有新的自拍馆相继出
现了。对比起来，她觉得自己还
是比较幸运。慈溪虽小，考研的
人群不大，但愿意到自习馆来的
人群已经基本上能维持自习馆运
营。

目前，拾臻自习馆在慈溪仅
此一家，积累了一些老顾客，这
是两个年轻人最大的底气。今年
上半年的淡季，自习馆还根据顾
客的要求，新装修了部分日式榻
榻米包间及私密性更好的帘子
间。卢铮成介绍，目前自习馆还
处在做口碑的阶段，收入只能覆
盖掉房租和请一名兼职员工的费
用，还谈不上盈利。开店最大的
一块装修成本，可能要等到 5-
10年后才能开始回本。

一年来，两个年轻人“一腔
热血”创业，算是经历了服务行
业的酸甜苦辣。朱昕黎表示，比
起教培行业顾客年龄小、往往是
被迫参与不同，到自习馆来的人
群都在为自己的人生努力奋斗，
馆内经常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氛
围。这个氛围不仅客人有所体
会，也让两个年轻的创业者乐在
其中。

拾臻自习馆满一岁了
你会为“学习环境”买单吗

调查显示：18-30岁、本科以上学历的客人超过了80%

本报讯 “月亮出来了！
月亮出来了！”“我看到红边
了！”“好神奇啊。”……11月
19日晚，本世纪最长的月偏
食在全国多地上演。慈溪第四
实验小学天文社团组织学生前
往森林公园观测本次“天狗食
月”，见证这场跨越38万公里
的对话，从弯弯残月到一轮圆
月，学生们直呼“神奇”。

傍晚，学生们陆续来到森
林公园，摆开三脚架，架上望
远镜，调试摆弄设备，为观测
传说中的“血月”做足准备工
作，期待一场难得的月偏食盛
况。下午5时左右，预期中的
月偏食并没有如期而至。从公
园的开阔地带望去，薄雾浓云
遮残月。“理论上，下午 3时
18分迎来初亏，4时55分能够
看到‘血月’从地平线升
起。”组织此次观测活动的科
学老师俞利平说，由于受到低
空云层影响，我市上空观测到
的月偏食将是从“残月”慢慢
复“圆”的后半阶段。

云走雾散见“天机”，傍
晚5时30分左右，月偏食“姗
姗来迟”，从云后探出一弯浅
浅的红，“老师老师！那是月
亮吗？”“地球的影子把月亮藏
起来了吗？”“俞老师，这个就
是课上学到的血月吗？”……

一个个疑问从孩子们的小脑袋中
冒了出来，围着俞老师问个不
停。

“地球绕着太阳公转，月球
绕着地球公转，当月球进入了地
球的阴影中，太阳无法照射到月
球表面，产生反光，所以就形成
了月食。”俞利平手持不同颜色
的荧光圈充当日、地、月，给学
生们一边演示一边讲解。她说，

“血月”的出现是由于太阳光经过
地球大气层被折射到地球影子中
时，太阳光中波长较短的光大多
被大气层分子散射和吸收，但红
光波长较长，受散射的影响不
大，可以通过大气层穿透出去，
折射到“藏”在地球影子里的月
亮上，月亮便呈现出暗红色。“就
本次月食而言，它的食分达到
0.978，97%的月面被地球的阴影
所遮挡，极其接近全食的偏食。”

“我还是第一次观测月偏食
呢，看着月亮一点点变圆变亮，
真是太神奇了。”五年级的俞湛是
个十足的天文爱好者，知道当天
有月偏食，一下课就来蹲守观
月，“今天唯一的遗憾是云层有点
厚，月亮时不时就会被遮挡，但
天气总体还算不错，我能趁此机
会看看木星、金星这些天体。”天
真烂漫的笑脸上掩饰不住喜悦和
激动。俞湛的妈妈表示，课后能
有机会与孩子天涯共此“食”，是
一种非常难得的体会，“听了俞老
师的讲解，我又重拾了以前学的
知识，受益良多。”

四小天文社团观测“天狗食月”

见证这场跨越
38万公里的对话

本报讯 近日，在市东南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不少女职
工正排队接受妇科检查。当
天，市总工会“四期护航”百
名女职工“两癌”筛查活动走
进企业，免费为该公司的 50
名女职工进行体检。

连日来，市总工会组织开
展的以“四期护航”为主题
的关爱女职工活动正在持续
推进。市总工会通过对女职
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哺
乳期等四个重要时期加大关

心关爱力度，更好地维护全
市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
利益。

当天上午，在东南复合材
料公司四楼的“体检室”内，
市妇幼保健院的专家医生为女
职工进行了HPV、TCT、妇科
B超等7个项目的检查。“工会
把健康体检送进了企业，我们
不花一分钱，在企业里就可以
完成体检，真是省心又省
事。”四川籍女职工王香容告
诉记者，以前，企业每年也组
织职工参加体检，但这样的

“两癌”筛查专项体检还是第
一次，检查了身体，也能让自

己更安心地投入工作。体检
后，专家医生还现场为女职工
开展了健康知识讲座。接下
来，百名女职工“两癌”筛查
活动还将走进新浦镇宁波港慈
日用品有限公司等企业，为这
些企业的女职工送去关心关
爱。

据介绍，“四期护航”关
爱女职工主题活动主要包括女
职工劳动关系体系建设、女职
工专项集体合同签订、女职工
四期保护法律法规知识普及、
百名女职工“两癌”筛查和女
职工“四期+”健康知识系列
讲座等五项内容。“此活动是

我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新推出
的一项品牌试点工作，通过此
次关爱活动，使广大女职工树
立健康生活理念，提升她们
的生活品质，激发她们的工
作热情，更好地为慈溪建设
共同富裕先锋市作贡献。”市
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朱会
贞说，我市率先确定了宗汉
街道总工会、新浦镇总工会
为这一品牌创新工作的试点镇
（街道），希望通过典型引领，
更好地维护广大女职工的合法
权益和特殊利益。

随着“四期护航”主题活
动的全面展开，目前我市已有

近万名女职工从中受益。其中，
市总工会“四期护航”讲师团成
员推出的女职工健康课程已送课
进企业7场次，实现了点对点服
务。另外，依托“妇幼云课堂”
完成线上“四期+”女职工健康
知识系列讲座 10余期，并通过

“慈溪工惠”微信公众号实现课
程视频随时随地收看。同时，完
成送“四期”健康知识进企业、
进车间活动4场次。

据了解，“四期护航”关爱
女职工主题活动将逐步在全市产
业工人队伍中扩面实施，并普惠
延伸至新业态新就业劳动者群
体。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四期护航”惠及近万名女职工

本报讯 “这两天成果不
多，带两个鸡蛋回家也挺好
的。”日前，记者在志愿服务
We站星光站兑换点遇到了前
来参加“烟头换鸡蛋”活动的
志愿者林庚尧，他指着一杯烟
头告诉记者，老友们散步时都
开始流行捡烟头，这就是他前
一天散步时的“收获”。

今年是启动“烟头不落
地 慈溪更美丽”活动的第二
年，活动由市文明办、慈溪农村
商业银行联合发起，由慈溪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和美”基金提供
活动资金，自活动开始以来，
广大市民手提“累累战果”，共
成功兑换鸡蛋39948枚。

小节之处显大德，细微之
处见文明。扔在大街小巷、公园
广场、小区花园等地方的烟头
就像城市的丑陋伤疤，还有部
分机动车驾驶员在开车过程中
吞云吐雾，时不时从车内弹出
一个烟头。烟头虽小，却与整洁
的城市环境极不协调，与全国
文明城市的称号格格不入。

随着更高水平全国文明城
市建设的深入推进，大家纷纷
参与到捡烟头的行动中，积极
为建设文明城市作出自己力所
能及的贡献，志愿活动“老带
新”、全家总动员的现象越来
越多。星光教育集团的孩子及

家长们在活动首日就兑换了 420
个鸡蛋，并将后来陆续兑换到的
鸡蛋送到了宗汉街道金堂村养老
日间照料中心。一次志愿活动，
两个文明成果，对孩子的教育意
义非凡。

在志愿活动过程中，部分志
愿者还化身“文明监督员”。“如
果不是这个活动，不会知道环卫
工人为城市默默做了多少贡
献！”家住星光家园的陈阿姨去
年就参加了“烟头换鸡蛋”的活
动，为家里换回不少鸡蛋的同
时，也养成了见烟头就主动捡拾
的好习惯，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弯
下腰捡起一个个烟头，“习惯养
成后我就总觉得烟头碍眼，我在
家碰到吸烟的客人也常常对他们
说起，在外面不要乱扔烟头。”

以“烟头换鸡蛋”为载体，慈
溪不抽烟、少抽烟、少递烟的文明
风尚也浓厚了起来。志愿者们主动
劝导吸烟的人群，并积极引导居
民将烟头投入垃圾桶内，以自觉
的文明行动、良好的文明美德，助
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大家
一起动动手、弯弯腰就能让我们
慈溪更美丽，城市文明多一点，
我们的幸福感也会更高!”志愿
者王阿姨感触颇多。文明习惯的
养成需要人人参与，文明成果才
能得以人人共享，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树立主人翁意识，不乱扔烟
头垃圾，让“烟头不落地”成为
我们的自觉行动和文明习惯。

烟头换鸡蛋

昔日顽瘴痼疾
换来今日文明习惯

本报讯 “感谢你们的关
心，这双棉鞋很合脚、很暖
和。”穿上新棉鞋，景和家园
小区的陈大伯高兴地说。这几
天，浒山街道阳明社区的许多
老人都收到了一双崭新的棉
鞋，他们开心地穿上新鞋，连
连感谢社区网格员赵国张。

眼看着天气越来越冷，阳
明社区第二网格网格员赵国张
自掏腰包购买了一百双新棉
鞋，挨家挨户送给社区八十岁
以上的老年人，让他们感受到
寒冬中的一份温暖。有时遇到

老人不在家的，要上门两三趟才
能将鞋子送到老人手上，遇到不
合脚的，则立即给老人们换鞋
子。

据了解，51岁的赵国张是
该社区的一名普通网格员，同时
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在平时
的工作中，赵国张经常和社区的
老年人打交道，尤其在近段时间
的接触过程中，发现有些老年人
脚上的鞋子都很旧了，也挺单薄
的，就有了给老人们送上一双暖
脚的棉鞋这个想法。

面对老人们的好评，赵国张
连连说，这没什么，大家都会
老，能帮助到老人，也挺开心
的。

暖脚更暖心
百双棉鞋送给社区老人

“护苗”课堂
进校园

近日，宗汉街道专职消防
队在曙光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
培训及演练。消防员为小朋友
们讲解了“火灾发生时如何逃
生”等消防知识，并现场示范
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通讯员 陆浩明

图为顾客在自习图为顾客在自习。。

■全媒体记者 杨贯
实习生 张米格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成佳丽 陈迪

■全媒体记者 孙佳韵
通讯员 叶雨静

■全媒体记者 陈思言
通讯员 陈静怡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柴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