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望京门城墙西望，望京桥、
大卿桥倚波弄影;天封塔下，民房
屋舍沿河林立，人们依水而居，商
业沿江发展；江边，小渔船和小货
船簇拥停靠，照片上方留白，水域
开阔处，上书四个大字“宁波大
关”……

4月26日下午，一场“见证宁
波建设与城市发展”摄影展在宁波
新世界城市中心开幕。不过，与常
见的城市摄影展不同的是，此次展
出的照片是自 1870 年以来，外商
访 问 宁 波 时 所 拍 摄 的 50 多 幅 照
片，其中有风土、有人物、有传承
也有故事。也就是说，拍摄者均为

“老外”。
宁波，作为一座开放城市，自

古就有着放眼天下的风发意气。一
张张老照片，不仅记录了宁波历年
中外交往的历史，更见证着城市发
展变迁。市商务委副主任、外商投
资企业协会会长徐建华在致辞中介
绍，截至 3月底，我市累计审批和

核准外资企业 16107家，利用外资
471.3 亿美元。在宁波的城市发展
历程中，外商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
用。

此次摄影展以 1980 年为界，
按照拍摄年限，50 多幅照片分列
两旁，取宁波新旧照片对比，追溯
城市的文化底蕴，传播历史沉淀中
的城市记忆。

虽说是摄影展，但展出的第一
张图片却并非照片，而是一张由葡
萄牙人绘于 1570 年的亚洲地图。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南部广
东 省 的 区 域 写 有 “CAMTAM”。
而在浙江沿海，作者显然还不知道

“浙江省”，而只知道宁波，所以用
大 写 字 母 标 上 “LIAMPO” ( 宁
波)。这也许就是宁波最早的“洋
文名”了。

透过一百多年外商的镜头，记
者不仅看到了 1870 年前后的后塘
河，1900 年前后的三江口，还有
清晚期江海通航的水运航标——旧
天封塔 （现在的天封塔为 1989 年

重建） ……不过，最为震撼的还要
数一个“历史性”的“翻案”。

“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
是咱宁波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老话。
在“老外”的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江厦指的就是这条从东到西、
长度不过五六百米的老街巷江厦
街。原来，早在上世纪初，这里就
是宁波城里最喧嚣繁华的地段，钱
庄林立，商业极其发达。据说，每
当钱庄傍晚打烊时，银元叮当的声
音在整条街回响。所以，这句老话
并非夜郎自大，而是讲述宁波金融
业的萌芽。

说起甬江女子学校，相信在宁
波也是无人不知。作为载入《教育
大辞典》 的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
其 1844 年由基督教会传教士爱尔
德赛女士创办，招收的女学生一律
免除在校费用，开设圣经、国学、
算术等课程。从老照片中，记者看
到一群豆蔻年华的少女梳着齐耳短
发，穿着民国时期特有的学生长
裙，齐刷刷注视着镜头，目光清

亮、笑容温暖，似乎有种穿越时空
的力量。

在展区右侧，主办方选取了外
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 28 年来的大
事记照片，一部分是最具代表性的
外企变迁：如 1989 年第一家在甬
投资的世界 500强企业美国陶氏化
学，自此开创世界 500强在甬投资
的先河；还有迄今为止总投资最大
的外资项目台塑宁波工业园区的落
成，以及并购额最大的世界 500强
项目——联合利华收购沁园55%股
权等重大历史图景，另一部分则是
外商拍摄的宁波生活图景，有混血
一家的其乐融融，有团队协作的拓
展训练等，集中展示老外眼中的

“三生三世 十里宁波”。
在开幕式上，外商代表宁波新

世界相关负责人汤洪表示，“宁波
宜居宜业，我们愿意携手共创宁波
美好明天。”

据悉，摄影展时间为4月26日
至 5 月 9 日，在新世界城市客厅展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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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展新
实习生 金 鹭

感恩宁波故土，不忘旧时初心——

“国际友好大使”孙宁初的逐梦之路

美籍华人、新西兰投资顾问、
留联会名誉会长……刚刚接触孙宁
初时，看到的是她一连串的头衔。
然而，她有着一颗滚烫的“中国
心”。她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宁海
人，现任宁波派灵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还是宁波市十佳创业新星。
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她将自己的

“创业梦”深植故乡土地。
从中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中

国，无论是开餐厅，还是从事进出口
贸易、对外投资，孙宁初都能把生意
做得风生水起。“通吃中美”“自如跨
界”的孙宁初，有怎样的创业秘诀？
商海沉浮之后，她将如何规划自己
未来的人生？近日举办的 2016 年度
宁波市港澳台侨杰出人物颁奖盛典
上，接过“国际友好大使”奖杯的
孙宁初向记者娓娓道来。

往返中美
在故土实现自我价值

32年前，孙宁初凭借优异的成
绩进入杭州外国语学校担任英语老
师，并于闲暇时在一家涉外旅行社
兼职翻译。兼职中，孙宁初接触到
了不少外国游客，由此对外面的世
界产生了向往。就是这个简单的念
头，为她的精彩人生揭开了帷幕。

然而，当她真切地踏上了美国
的土地，才知道幻想的美好生活只
是泡沫。怀揣 1000 美金的她独自
在寒冷的明尼苏达州自费留学。在
一座 5 平方米的小阁楼里，孙宁初
靠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并用积蓄
低价购入一家中国餐厅。经过一年
的苦心经营，小餐厅的价值翻了一
番，孙宁初当机立断将其出售，手
握资金离开美国。“这里没有我想
要的生活，回归故土，才能实现价
值。”

重返家乡后的孙宁初惊喜地发
现，当初这座不起眼的江南小城已
然成为车水马龙的投资热土。凭借

着丰富的海外资源和优秀的语言能
力，孙宁初和宁海企业家合作，以
股份制的形式，创办了宁海第一家
出口文具企业——宁宁票夹厂。两
年后，孙宁初自立门户，在开发区
买下了 10 亩土地，创办了宁波鸿
昌越洋有限公司，并依靠小小的长
尾票夹迅速实现了 50 万美元的年
出口额。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拓
展，“鸿昌越洋”的占地面积扩大
到 130 亩，公司的名称也更换为“派
灵实业”，员工一度超过 1000 名，经
营产品也延伸至办公用品、家用电
器、家庭休闲用品等领域。“凭借过
硬的品质和优质的服务，派灵实业
与多家世界 500 强公司保持稳定合
作关系，产品销往 32 个国家和地
区，年产值 2亿元人民币，年出口创
汇超过 2500 万美元。”孙宁初告诉
记者，如今，派灵实业已连续 10 年
被评为宁海县实力工程企业、宁海
外贸自营出口明星和进出口十强企
业，她的创业梦想经历海外漂泊，
终于在家乡开花结果。

中外交流
为年轻的梦投资

在国内外专业人士的助力之
下，有着敏锐商业头脑的孙宁初开
始尝试对外投资，并取得了一定成
果。近年来，她接连投资了新西兰
的六家农场，如今，她成了新西兰
对华投资顾问，已成功引荐 4 家企
业落户宁波。“我的下一个目标是
养老市场。”孙宁初告诉记者，“我
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显著，老年
人的健康管理愈加重要。因此，高
级护理器械领域将成为下一片蓝
海，也是我的投资重点。”

经贸合作为媒，中外文化交流
工作也逐渐铺陈开来。作为我国首
批海外留学者之一，孙宁初发起、
创建了宁波留学人员联谊组织，并
任首创会长。在孙宁初的牵线搭桥
下，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师生一行27
人到宁海县胡陈中学开展中美师生
交流活动，促进了中美教育模式的
共享和中美学生之间的沟通。此

外，孙宁初还向在甬创业的留学生
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
训，并为他们的创业梦投资。

“我想以‘过来人’的身份告
诉这些留学生，无论你的选择是留
洋工作还是归国发展，都要明确自
己的职业规划，拒绝盲从。”孙宁
初为所有留学生提出了中肯的建
议，在她看来，金融、商科等炙手
可热的专业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
人。相反，机械、农业等立足实
业 的 小 众 专 业 或 许 是 不 错 的 选
择。在描述留学生的工作、生活
状态时，孙宁初借用了一个形象生
动的比喻，“在大部分人眼中，他
们是镀金回来的‘海龟’；事实
上，很多人面临着归国待业、成为

‘海带’的困扰。只有立足国情、
保持清醒，才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找到出路。”

心怀感恩
用心造福桑梓

如今的孙宁初已经在经商之路
上功成名就，她的创业梦也随之演
变、延伸，成为造福家乡学子的“教
育梦”。“我毕业于英语教育专业，教
师才是我求学时最初的职业理想。
从商数十年之后，我拥有足够的物
质基础和社会资源，虽然已经无法
回归本专业，但具备了为教育事业

贡献力量的条件。”近年来，她将“教
育梦”转化为捐款。为多家教育机构
成立了基金会，帮助千百位贫困孩
子走进课堂，获得读书的机会。

据了解，她已通过捐资助学、救
灾扶贫等方式出资500多万元：为教
育部“学前教育装备爱心园援建工
程”捐款100万元；连续6年为母校宁
海中学捐款 10 万元；借助五水共治
行动为桑洲捐款 50 万元；为宁波市
留联会捐赠 20 万元；多次为受灾地
区捐款，开展农村结对扶贫……

孙宁初的理想和信念还在她的
下一代身上得以延续。从 8 岁开
始，女儿孙嘉宁就成了母亲的“公
益助手”，奔波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帮助有困难的人。“每逢感恩

节，我都会带着女儿走入基础条件
较差、困难学生较多的学校，向他
们提供帮助。这样的教育方式远胜
课堂上的理论灌输，可以让她尽早
明白，财富能够为自己带来美好生
活，也能为全社会创造价值。”如
今，孙宁初以其女儿的名义捐资200
万元成立“孙嘉宁教育基金”，着力
帮助改善宁海贫困乡镇办学条件、
奖励品学兼优学子和资助贫困学
生、奖励教师。截至 2016 年底，该教
育基金已发放奖学金 133 万元，受
益学生达 1654 人。“商人应当拥有
造福社会的善心。在这条道路上，无
论国籍、无论身份，只要内心有爱，
就能心怀感恩、造福桑梓。”
孙宁初说。

接受采访的孙宁初 （右）。（徐展新 鲁冠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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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外国友人拍摄的月湖照片。（资料图片）

1570年葡萄牙人绘制的地图中宁
波被标为“LIAMPO”。（资料图片）

百年前，外国友人拍摄的天封塔。
（资料图片）

图为市民参观摄影展。 （单玉紫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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