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王湖清） 一条海军军官救人不
图报、伤者辗转寻恩人的新闻，
在山东省各大媒体网站刊出，引
起大家热议。近日这位见义勇为
不留名的“网红”被证实是宁波
大学毕业生。

他叫李文龙，是宁大海运学
院 2005 级 轮 机 工 程 专 业 国 防
生，现就职于海军东海舰队某
部。事情发生在今年年初，李文
龙回家途中，看见一名男子趴在
路边雪地里一动不动，旁边的摩
托车压在其一条腿上，身上还有
血迹。

李文龙赶紧将男子放平，为
他采取保暖措施。然后拨打 110
请求援助。李文龙安置好伤者后
一直站在伤者面前，以防有车辆

经过时发生二次事故。大约 40 分
钟后，警察来到了现场。他们合力
将伤者抬上警车，送往医院抢救。

李文龙休假归队后没和任何人
提起此事。直到近期，李文龙接到
媒体记者的电话才知道，被救助的
男子伤情恢复后一直在找救命恩
人，多方无果的情况下寻求媒体帮
助，这才让见义勇为不留名的海军
好军官事迹被大家知晓。

李文龙表示，这只是举手之
劳。“作为一名军人，见到这种状
况上去救人是义不容辞的。”

李文龙的事迹传到母校宁大，
大家纷纷为其点赞。据了解，在校
期间李文龙曾多次获得二等奖学
金、郁武铮奖助学金，2009 年荣
获“宁波大学校级优秀毕业生”荣
誉称号。

救人不图报的“最美军官”
是宁大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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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哲明
通讯员 袁曼娅

“我叫王朝武，我今天汇报交
流的题目是《现在不奋斗，要青春
做什么！》。”昨天上午，宁波高新
区 纪 念 五 四 运 动 98 周 年 主 题 活
动 ， 选 择 了 从 “60 后 ” 至 “00
后”各个年代典型代表向大家分享
各自的青春故事，激励青年“传承
五四精神 放飞青春梦想”。

新明街道的“60 后”王朝武
第一个上台。从 18 岁参军被安排
到一个偏僻小岛时的失望，到报考
军校打着手电筒在被窝苦读的坚
持，再到军校小试牛刀与写新闻结
缘最后荣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喜
悦……王朝武一路艰辛一路奋斗。

“没有使命感的青春是贫血的
青春。”“青年朋友们，现在不奋

斗，要青春做什么！”
热烈的掌声刚刚落下，有着傲

人经历的“70 后”、力芯科信息公
司总经理林谷走上台分享他的青春
故事。来自陕西农村的他，16 岁
考入清华大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
前茅，最后获得免试直接攻读博士
的资格，并在攻读博士期间获得 8
项美国专利。清华大学博士毕业
后，他怀揣梦想来到美国硅谷，
在全球最顶尖人才的沃土觅得一
席之地。2012 年，他回国创业，
来到宁波高新区深深扎根。“一路
走来，靠的就是一股强烈不服输
的拼搏精神。我坚信只要我们有
梦想、有激情、有干劲，总会成
功的。”林谷用自己的经历勉励大
家。

谁说“80 后”自私而张扬？
随后上台的“80 后”陈妍就是一

位充满爱心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结婚四个月正在备孕的她，接
到红十字会配型成功的电话后，不
顾家人劝阻毅然选择了捐献。“现
在我的宝宝快满一岁了，等他长大
了，我会骄傲地说，妈妈当年做过
一件很棒的事情，帮助别人再次获
得了生的希望。”说这话时，这位
年轻妈妈眼眶有点湿润。

“五四运动所体现出来的年轻
人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勇敢
担当、百折不挠的精神，正是当代
创业者尤其是‘80 后’创业者永
远的精神源泉。”在创业大潮中沉
浮的女企业家刘增也是一名“80
后”。“航旅纵横软件上显示：我今
年的飞行已超过了 5.4 万公里，超
过了 99.7%的用户。创业是一件不
断挑战自我极限的工作，我会带着
责任去创新去奋斗。”

“我是贵驷小学五年级的一名
学生，我的故事很简单，我所做的
也是作为女儿应该做的。”年仅 12
岁的“00 后”朱菲一上台就吸引
了大家的目光。从 9岁开始，她一
放学就到医院陪伴患尿毒症的妈
妈，给她按摩说笑话，哄妈妈开
心，并抽空快速完成作业，让妈妈
放心。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青春故
事，但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无
论他们身处怎样的环境，都始终奋
斗不止，力争做得最好，用每一次
的努力拼搏，去告诉别人“奋斗的
青春最精彩”。这应该就是对五四
精神最好的诠释吧。

一个小时的青春故事分享会很
快结束了，但台下聆听的各行各业
青年似乎意犹未尽，很多人陷入沉
思……

“奋斗的青春最精彩”
——高新区各年代典型代表分享青春故事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
高顺艳） 为进一步提高档案服务
民生的能力，我市民生档案分布
与查阅指南编制工作日前正式启
动。记者从市档案局获悉，本次
编制工作将涵盖全市各级机关企
事业单位形成的面向社会提供服
务的全部民生档案种类，分馆藏
与馆外两篇。

近年来，我市民生档案利用
率逐年上升，民生档案在服务社
会管理、为公众解决问题和维护
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民生档案分布广、形成单位多，

因不同职能部门形成的档案特性不
同，民生档案的保管部门、利用条
件与手续要求不尽一致，由此导致
的公众“不知上哪个部门查档”

“查档跑多次”等问题突出。为较
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市档案局启
动指南编制工作，编制内容将详
细 明 确 所 列 民 生 档 案 的 形 成 单
位、保管单位、档案内容、查阅方
法、查阅地点、咨询电话等。

据悉，指南编制工作将于 6月
底完成，届时将在宁波档案信息网
上公布，同时将印制成手册向广大
市民免费发放。

我市编制民生档案利用指南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高炎飞） 今年以来，慈溪市公
安局提出“警案跟单”制度，以
此杜绝执法乱作为、不作为等问
题。据悉，试点的附海派出所实
现了案件办理遗漏率为零、警情
回访涉案当事人满意率 100％、
执法办案群众零投诉的目标。

公安机关在接处警和案件办
理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
题。去年 12 月，慈溪附海派出
所实施“警案跟单”制度，专门
印制了四类表格——110 处警现
场情况登记表、警情审核登记
表、笔录移交登记表、案件管理
室巡查记录登记表，以此来实现
执法“菜单化”运作。

附海派出所负责人告诉记
者，执法“菜单化”简单来说就
是三块工作，依次是分类处置、
限期办理，以及闭环流转。分类
处置，就是派出所对接到的警情
或案件按性质进行分类，然后建
立模板化操作引导菜单，方便接
处警民警根据菜单要求完成每一

起警情或案件。
“‘重头戏’就在于‘限期办

理’这一点上，民警当日能够办理
完成的警情或案件，值班民警要审
核并签名、归档，主体责任得到了
落实。”该负责人说，遇到当日无
法处置完毕的警情或案件，值班民
警也有工作要做：首先是要完成基
本的调查取证工作，了解警情或案
件无法马上办结的原因，然后向值
班领导或分管领导汇报；再由分管
领导根据警情或案件类型，于次日
书面“下单”给相应的主办民警，
并对其提出一般案件限期 5日内完
成的要求。

之后就是“闭环流转”环节。
当派出所分管领导下的“单”到期
后，如主办民警未能按期完成，除
了要说明原因外还要提出相应的对
策，之后重复“下单”环节直至处
置完毕。“分管所领导还要对每一
起案件进行全程跟踪，确保执法规
范化。此外，每周还会抽取警情、
案件召开专题评析会，大家一起查
漏补缺，提升执法水平。”

慈溪试点
基层派出所“菜单式”执法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张基隆 郑瑜） 为使胸痛患者得
到快速诊断和及时治疗，加快建
设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肺栓
塞、主动脉夹层等胸痛高危患者
区域的协同救治体系，近日，鄞
州人民医院成立胸痛中心，并与
23家基层医院签订了合作协议。

据介绍，胸痛中心由急诊
科、心血管内科、胸心外科、血

管外科、重症医学科等多科室联合
协作组成，采用快速、标准化的诊
断方案，为胸痛患者提供更准确、
更快速的诊疗通道。

鄞州人民医院胸痛中心还与
23家基层医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建
立区域医疗中心与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双向转诊、协同救治的机制及流
程，积极救治胸痛高危患者，整合更
多有效资源加入胸痛中心联盟。

鄞州人民医院成立胸痛中心

“哇，几天没看就长这么大了！”昨日上午，宁海梅林中心小学的
几名学生在看自己的劳动成果。近两年来，该校秉承“体验学习魅力，
共享快乐成长”的办学理念，不断拓展食用菌培育等课外课程，并成功
培育出香菇、银耳等蘑菇和木耳菌类产品，不仅丰富了同学们食用菌培
育知识，而且也让他们体验到种植和采摘带来的乐趣，同时也丰富了师
生们中餐的菜篮子。 （李江林 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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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池瑞辉

前些天，宁波市实验小学举办
了一届特别的“擂台赛”，请来了
老师和家长作评委，让孩子们亮一
亮自理的本领！

一年级进行的是少先队礼仪比
赛，参赛的小队员按照规范佩戴的
四步骤，动作麻利，系好的红领巾像
美丽的蝴蝶一样在胸口展翅欲飞，
看着队员们熟练的动作，评委老师

心里暗暗为他们叫好。二年级系鞋
带比赛尤为引人注目。现场的气氛
既紧张又激烈。裁判老师一声哨响，
小选手们迅速拿起鞋带飞快地穿
梭。鞋带在一双双“巧手”的牵引下，
变成了一个个美丽的“蝴蝶结”……
才过了十几秒，一只只小手便高高
地举了起来，示意完成比赛。

三年级比赛的项目是课前准
备。这可难不倒他们！比赛一开
始，孩子们利索地从书包里掏出一
本本课本，整齐地放进了课桌里。

四年级进行的是包书皮比赛。孩子
们手里的剪刀一上一下，不一会

“小裁缝们”就给手里的书本制作
出一件件美丽的“衣裳”。不少孩
子表示，以后再也不用麻烦爸爸妈
妈帮忙包书皮了。

五年级要比一比在规定时间
内谁叠的校服最整齐。孩子们自
信满满，一个个专心致志，表现
出了前所未有的认真。经孩子们
的小巧手一番摆弄，一会儿衣服就
叠好了……六年级比赛的内容是钉

纽扣。捏针、穿线、按住扣子，孩
子们神情专注，在场的评委都被深
深地感染了。别小看男孩子，虽然
平时粗手粗脚的，比赛时动作稍显
僵硬、笨拙，但当看到一颗颗纽扣
被钉在布上时，连女孩子都忍不住
为他们叫好。

校方告诉记者，自理擂台赛充
分地给予孩子们展示的平台，培养
他们的独立自主意识，让他们在学
会具体的生活自理方法的同时，真
正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系鞋带、包书皮、叠校服、钉纽扣——

市实验小学举办自理擂台赛

连日来，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第六届学生技能节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技能节作为校企互动育人的练兵场、师生广泛动手参与的大课堂，主要是为了
强化学生“重视技能、勤练技能、钻研技能”的氛围。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6158 名，开设护理、助产、
涉外护理等 17个专业。办学 90多年来，学校累计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卫生健康
事业输送了10余万名毕业生。

白衣天使是纯洁善良的化身，工作着的白衣天使更是美好青春的代言人。
（严龙 魏萱 文/摄）

护理专业学生正在进行心肺复苏技术比武。

一名助产专业学生对临产孕妇进行助产操培训。 在仿真手术室内，护理专业学生进行手术配合和器械台管理实操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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