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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上世纪 70 年代的知青，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为了学习知识
成为了同班同学，在黑龙江牡丹江师范学校度过了两年难忘的时光。如今
时隔 41 年，这帮老同学都已经白发苍苍，不过他们仍未忘记当年班上的每
一位同学。
因为想念，他们想在今年夏天开一场同学会，召集全班 39 名同学，到
母校一聚，可是现在他们还差 4 人没找到。
其中一人，
就是临海人沈良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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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 41 年，黑龙江一个知青班想在今年夏天开场同学会，还
剩 4 人没找到，为此他们全国各地找人，其中一位就是临海人

沈良绍
老同学喊你开同学会了

沈良绍站在最上排右三位置。

1
一场时隔 41 年的同学会
昨天，晚报热线接到范女士打来的电话，
范女士是浙江海宁人，退休后定居在上海。她
来电求助晚报：希望帮忙寻找他们当年在黑
龙江读书时的老班长。
“老班长名叫沈良绍，临海人，今年应该
68 岁了。”范女士告诉记者，时隔太多年，他们
已经没有沈良绍的联系方式了。
范女士说，他们都是黑龙江牡丹江师范
学校数理 751 班的学生，
“沈良绍是班长，在他
的带领下，我们班在学校很出色。”
这帮老同学 1975 年相识，当时全班同学
来自全国各地，有从浙江、上海、北京、天津等

地来的知青，也有黑龙江本地的知青。两年后
毕业，全班同学便各奔东西，此后也是相聚甚
少，
只能看看当年拍的毕业照，
回忆旧时光。
时光匆匆，一晃便是 41 年，大家也都成老
头老太了。不过，这一班同学的情谊却不减当
年。为了重相聚，有人打算搞一场同学会，集
结天南地北的老同学，
回母校看一看。
这场同学会的发起者是当年班上的一位
同学，现在是黑龙江金融学院的院长。这位同
学召集了另外 3 名同在黑龙江的同学，在哈尔
滨开了个讨论会，并确定了负责人和秘书长，
同学会时间定在今年夏天。

2
寻找来自临海的老班长
“后来，发起的同学找到了我，知道我是
浙江人，于是让我负责找浙江的同学。”范女
士说，听到关于开同学会的提议，她举双手赞
成，并决定尽全力找老同学。
这场时隔 41 年的同学会，对这群毕业后
就分别许久的老同学来说弥足珍贵。他们还
通过微信建了一个同学群，大家互相联系，经
常交流。
就这样，同学群里的人数不断增加，从开
始的几个，到后来的十几个，如今更多了。当
年全班有 39 位同学，除了有 3 位老同学已经
去世，目前就差 4 人没找到。其中一位，就是来
自临海的沈良绍。
“之前听说沈良绍是做绣品的，刚才我又

得到一个消息，听说他曾经是临海一所技工
学校的校长。记得我有一次出差到临海，想找
找老班长，但苦于没有联系电话，只能失望而
归。”范女士说，关于老同学的近况，他们知道
的线索太少了，
不过他们也不会放弃找人的。
范女士觉得，
毕业后他们都把青春献给了
教育事业，
现在大家都退休了，
有时间走动，
信
息交流和交通都如此便利了，
“能在有生之年
再见见老同学，
不论是在天南海北、五湖四海，
大家能聚一聚不容易，
最好都到齐了。
”
老班长你在哪里？老同学在呼叫你！如果
有人知道这位老班长，欢迎提供线索。联系人
范女士，
手机 13606732776。
记者 徐颖骅

辞旧迎新，浙商银行祝您新春快乐！

理 财 预 期 收 益 高 至 5.68%
一、永乐 2 号高净值客户理财

理财类型
守岁款
迎新款
新客户专享

理财简称

理财代码

永乐 2 号
127 天型

BC6068
BC6069
BC6071

预期年化收
益率
5.68%
5.67%

起点金额

认购期

2 月 15 日-2 月 21 日
20 万元起，
上
2 月 16 日-2 月 21 日
限 1000 万元
2 月 13 日-2 月 21 日

在台州，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无偿献血。也正是因为他们
的爱心，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昨日，市卫计委副主任叶向阳
一行先后来到临海、路桥、椒江等地走访慰问热心公益的无
偿献血者，
向大家的无私奉献表示感谢。

谢谢你们，无私奉献的献血英雄
朱建军：
每隔一个月捐献血小板
第一站探访的是临海河头镇的朱建
军，今年 47 岁的他从 1999 年参加献血，累
计献血次数 40 次，其中捐献全血 13 次，机
采血小板 27 次。
谈起献血的初衷，朱建军显得不好意
思。
“1999 年，我无意中看到别人需要用血
却找不到血源而束手无策的样子，心里就

萌生了献血的想法。
”
朱建军说。
“2013 年开始，我听到血站可以捐献
血小板，基本每隔一个月都会献一下。”记
者了解到，朱建军也是临海马拉松俱乐部
的成员之一，
“我们跑步的人身体都不错，
我也常动员跑友们一起献血，现在加入我
们献血队伍的也有 10 多个了。”

於鹏：
趁着年轻，想多献点血
“大学时就有了献血的想法，可是都
不凑巧，一直都未能成行。”路桥的於鹏
说，直到 2015 年 6 月 14 日，他在椒江的市
民广场第一次献了“200cc”后，才弥补了之
前的遗憾。此后，每隔半个月他都会准时
出现在血站的机采室里。
记者了解到，於鹏从 2015 年参加无偿

献血以来，接下来的 49 次捐献机采血小板
中，
其中 46 次都是捐献双份血小板。
“我也是后来知道可以献血小板，因
为献‘全血’间隔期要 6 个月，血小板的间
隔期只要 14 天，趁我们现在还年轻，就争
取多献点，
帮助一下有需要的人。”

刘小兵：
90 后献血台州第一人
昨天中午，记者在椒江耀达百货前的
广场上，见到了一位身板笔挺的青年男
子，他叫刘小兵，目前在椒江一家企业做
业务员。
“我是 2006 年来台州的，那时 16 岁，
不符合献血条件，直到 2008 年满了 18 岁，
我才开始第一次献血。”刘小兵说起“90 后
献血台州第一人”的称号时，还有点不好

意思。
当记者问起献血的初衷时，刘小兵淡
淡表示，
“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至于
献血的初衷也是一次我朋友出了事，急需
要血，从那以后就有了通过献血帮助他人
的想法。
”
据了解，刘小兵从 2008 年开始献全血
及血小板，
累计献血次数为 176 次。

王佳佳：
献血可以促进身体新陈代谢

二、永乐 1 号大众客户理财

理财类型
守岁款
迎新款
新客户专享

理财简称

理财代码

永乐 1 号
127 天型

AC6025
AC6026
AC6023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起点金额

认购期

5.58% 5 万元起，
上限 2 月 15 日-2 月 21 日
5.57%

600 万元

2 月 16 日-2 月 21 日

三、永乐 5 号私行客户专享理财

理财类型

理财子单元简称 理财子单 预期年化
元代码 收益率

起点金额

认购期

感恩回馈款 永乐 5 号 96 天型 DB1045 5.68% 100 万元起，上限 5000 万元 2 月 13 日-2 月 21 日

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ATM 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
手续费全免！我行理财产品可转让、可入增金财富池! 截至目前，浙商银行所有已到期理财
产品均实现预期收益。测算年化收益率以及过往业绩，不代表浙商银行对产品未来收益的
承诺或保证。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
浙商银行台州分行
地址：
台州市市府大道 515 号
浙商银行台州温岭支行 地址：
温岭市太平街道锦屏路 333 号
浙商银行台州临海支行 地址：
临海市古城街道台州府路 303 号
浙商银行台州路桥支行 地址：
路桥区路北街道双水路 667 号
浙商银行台州仙居支行 地址：
仙居县安洲街道庆丰街 239 号
浙商银行台州玉环支行 地址：
玉环市玉城街道泰安路 17-1 号
浙商银行台州黄岩支行 地址：
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黄长路9号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
95527
网址：
www.czbank.com

电话：
（0576）81880101
电话：
（0576）81691899
电话：
（0576）89117711
电话：
（0576）89870686
电话：
（0576）87720770
电话：
（0576）89909802
电话：
（0576）81128800

在椒江下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大厅里，记者见到了这位“热心”的护
士，她的献血历史要从 2003 年开始说起，
至今有 15 个年头了。
“那时我在临海读书，学校号召我们
献血，眼睛一眯伸出手就献了，当时也没
想这么多。
”
王佳佳说。
慢慢地，献血就成了她生活的一部

分。她告诉记者，除了生娃期间没献血，一
出哺乳期，
她就马上去了血站。
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说，王佳佳从
2003 年开始献血，其中捐献全血 10 次，机
采血小板 39 次。
王佳佳说，
“ 献血其实也是在促进身
体的新陈代谢，献了以后感觉身体也越来
越好了，
家里人也都非常支持。
”

无偿献血者是保障台州血源的“大功臣”
“台州每年大概需要 16 吨血液用于临
床救治，而能够保障有充足的血源，最大
的功臣就是这些无偿献血的爱心人士。”
叶向阳说。
记者了解到，2017 年，我市共有 47776
人次捐献全血，献血量 80901 单位，同比增

长 2.62%；有 4454 人次捐献机采血小板，
同比增长 8.32%；捐献血小板总量为 5402
个治疗量，捐献总量同比增长 10.19%；全
血和血小板合计献血总量同比增长
3.07%。
记者 洪纬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