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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购购购”到“玩玩玩”
——2017宁波购物节“+文化”印象记

创意满满的文化市集、令人沉醉的戏曲表演、调动热情
的夏日音乐会……

2017宁波购物节大幕开启，人们发现今年“画风”变得
有点快：“消费+文化”唱主角，“购购购”变成了“玩玩
玩”。在体验式消费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宁波的商业企业正加
大融合步伐，推出各种各样的文化与商业“跨界”营销活
动。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购物节期间，全市举办的文化主题
类活动超过了40项，占全部活动的20%。

上周六晚上虽然大雨倾盆，但天一
广场创意市集上却是热闹非凡：80余个
摊位从广场七号街区一直摆到开明街；
手工艺人们带着充满创意的作品与传播
文化理念的梦想聚集于此。他们中间既
有爱好古董的收藏家，也有乐于分享的
年轻人……

在逛街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家名
为“应先生与虞小姐”的艺术绘画工作
室。据悉，该工作室的文创产品 《宁波
城市文化明信片》 不但在南塘邮局首
发，还与宁波牛奶集团合作推出了联名
款城市文化系列奶瓶，将美丽的宁波风
光“绣”上了年奶瓶身。“除了在集市上
展览，我们还在线下做一些涉及非遗的
讲座和活动，希望以此带动文创产品销
售和传播宁波的城市文化。”该工作室负
责人说。

这两天，同处“泛天一商圈”的鼓
楼沿历史文化街区也是热闹非凡。由海
曙区文广新局、海曙区对外文化交流协
会主办的鼓楼沿创客市集正在精彩上
演。该市集是 2017宁波购物节的重点推
广活动，也是海曙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为弘扬“工匠精神”、鼓励民间文化交流
与合作而推出的主要文化项目之一。

据介绍，该市集以“来鼓楼、趣市
集”为口号，设立了陶艺古玩、花卉植
物、原创饰品、手工布艺等共 20 个摊
位，主要为宁波的文创设计、制作体
验、展示售卖提供“一站式”孵化、培
育基地，打造具有地标性意义的宁波创
客市集。据介绍，该活动推出后吸引了
大量客流，举办方只得将闭市时间从原
定的晚上9时延长至晚上10时。

当优质的商品碰上优美的音乐，会
碰撞出怎样的消费体验呢？上周末，鼓
楼沿举办了一场融合中外经典元素、汇
聚多元艺术风格的“漫步仲夏·徜徉经
典”交响音乐会。许多市民游客在音乐
的“陪伴”下散步、购物、休闲，度过
了一个舒适、愉快的夜晚。据介绍，古
戏台今后还将举办东海萨克斯乐团的

“聆听东海”音乐晚会和“击动一夏”打
击乐专场晚会。和义大道的“凉凉音乐
会”则立足商圈奢华、高端的风格，为
市民游客带来大提琴、小提琴等西方乐
器演奏，用变化多彩的合奏和和声打造
不一般的音乐享受。

如果说鼓楼沿与和义大道举办的两
场音乐会，充满了中西文化碰撞的味
道，那么，今年购物节各个分会场推出

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则让宁波处处
流淌着国际化的文化因子。鄞州印象城
的“复客城市——纽约客漫画中国首
展”展示了美国“纽约客”的生活场景
和思维方式，让入场的宁波市民体会美
式文化的“沉浸式体验”；在北仑举行的
青少年街舞演出，则致力于普及和传播
欧美歌舞，让更多的年轻人得到张扬个
性、释放青春活力的机会。

各大创意集市自然少不了外国客人
的身影。潮流设计师 Bala 用她的涂鸦创
作 将 集 装 箱 改 头 换 面 ； 美 国 设 计 师
Prince 带来了独创的 PH 棒球帽原创作
品；来自澳洲的美女摊主向顾客展示着
全天然的芬芳精油；来自非洲的年轻小
哥敲击着产自家乡的手鼓。这些外籍友
人虽然只会说几句简单、生疏的中文，
但却用热情与创意感染着每一位市民游
客。在现场，笔者看到许多本地年轻人
主动加入表演队伍，与外国友人载歌载
舞，享受着文化交融的乐趣。

据悉，接下来的时间里，2017 宁波
购物节还将上演多场文化大戏，包括国
际时尚艺术博览会、寻找“阿拉人”宁
波老话大赛、“民谣弹弹心”、“HAPPY
在涌金”、奇幻仲夏1092主题活动等。

一、首届品“派”文化周
8月11日至8月27日 鄞州万达

二、复客城市——纽约客漫画中国首展
8月12日至8月27日 宁波印象城

三、商贸公益行之暑期助学“营”
8月11日至8月27日 鄞州区

四、“打开盛园故事”文保建筑人文故事展
8月12日至9月2日 月湖盛园

五、“鼓楼艺境”艺术展览
8月15日至8月30日 鼓楼沿

六、“聆听盛园故事”七夕朗读会
8月26日晚 月湖盛园

七、江北区少儿书画作品展

8 月 25 日至 9 月 10 日 江北文化中
心展厅
八、女红今古秀

8月19日 高新区港隆广场
九、旗袍走秀

8月20日 高新区港隆广场
十、浪漫七夕·把爱说出口

8月26日 镇海九龙湖景区
十一、奇幻仲夏1902主题活动

8 月 11 日 至 8 月 27 日 镇 海 万 科
1902
十二、“HAPPY在涌金”综艺比赛

7月至9月 象山涌金广场

十三、2017雪窦山佛事用品展
8 月 17 日至 8 月 20 日 浙江佛学院

（溪口）
十四、大观园儿童剧展演

每周末 宁海大观园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十五、社区联动纳凉节文艺晚会

8月26日 宁海银菊公园
十六、“港通天下”文艺演出

8 月 26 日至 8 月 27 日 北仑曼哈顿
广场
（文图 徐展新 曹旖云 邵斌伟）

亮点文化活动亮点文化活动““抢鲜看抢鲜看””

鼓楼沿的夜市吸引了众多市民鼓楼沿的夜市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游客。。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沈
园园 项柯渊） 5岁小女孩患了卵
巢囊肿，差点就被切除卵巢；10
岁小姑娘长了乳房纤维腺瘤，半年
直径达到 8厘米，不得不接受手术
切除。面对接连发生的两起幼女妇
科病，医生提醒广大家长：别以为
小女孩不会得妇科病。

5岁小女孩切除卵巢囊肿

暑假里，5 岁的小女孩苗苗
（化名） 到游乐场玩，在蹦床上蹦
个不停。

没想到第二天晚饭过后，苗
苗忽然瘫倒在地，说肚子痛，随
后就开始恶心呕吐。苗苗妈妈将
她送到了当地医院的儿科就诊。

经过一夜的诊治，苗苗依然没有
好转。父母将她送到市妇儿医院
急诊儿科。经检查，医生发现苗
苗患了卵巢囊肿。由于苗苗在蹦
床时活动剧烈，卵巢囊肿发生了
急性扭转。

病区孙医生立即为苗苗实施了
急诊腹腔镜下蒂扭转复位卵巢囊肿
剥除手术。“在手术中我们发现，
女孩的肿瘤大约有 7×5×6 厘米
大，卵巢蒂扭转了 540度，并且已
经发紫了。”孙医生说，“如果发现
再晚一些，她的卵巢很可能坏死无
法保留。”

10岁女孩切除乳房纤维腺瘤

家住宁海的琪琪今年 10 岁，

半年前乳房开始发育，而且左侧较
右侧明显偏大。家人开始以为是正
常现象，最近带孩子到县妇保院检
查后，被诊断为乳房纤维腺瘤。短
短半年时间，原先不大的肿瘤直径
已达到 8厘米，须立即施行手术切
除。

小女孩与妇科病
并非“绝缘”

市妇儿医院孙医生在接受采访
时说，很多人认为小女孩与妇科肿
瘤“绝缘”，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小女孩 （尤其是 10 岁左右的） 在
剧烈活动后出现的非转移性下腹部
剧烈疼痛，排除阑尾炎及其他儿科
疾病的，应进一步到妇科就诊。如

果恰好是卵巢肿瘤，一旦发生扭转
或破裂，往往会面临单侧卵巢切除
的风险。这对于尚未成年的女孩来
说，将会对未来的身心健康产生不
小的影响。像苗苗这样的 5岁小女
孩，为什么会患上卵巢囊肿，医学
上对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和
遗传有关。

宁海县妇保院乳腺科黄维医生
则提醒，青春期纤维腺瘤的发生除
了与青春期卵巢功能旺盛、分泌雌
激素水平过高相关，与饮食不合
理、摄入过多雌激素过高的食物也
有关联。在青春期纤维腺瘤的预防
上，首先要减少高蛋白食物的摄
入，尤其是含高雌激素食物的摄
入；其次，要慎用保健品和滋补
品。

5岁女孩差点被切除卵巢，10岁女孩切除乳房纤维腺瘤

别以为年纪小就不会得妇科病

本报讯（俞永均 鲁林 章胜
桥） 近日，宁波检验检疫局对一批
来自新西兰的进口黑金鲍鱼进行检
验检疫。黑金鲍鱼售价高达 500
元/只，是进口海鲜中的“奢侈
品”，此次宁波共进口2130公斤。

黑金鲍鱼是新西兰独有的海洋
生物，因其常年吸附在新西兰海底
火山质岩石上，外壳和肉都呈亮黑
色，被誉为“Black Gold（黑色的金
子）”。黑金鲍鱼价格昂贵，一方面是
由于其生长周期长，通常一只黑金
鲍鱼生长到可捕捞的最小尺寸需要
8年至10年。另一方面，黑金鲍鱼的
捕捞难度大，新西兰政府规定必须
人工潜水捕捞，同时禁止携带任何
氧气设备。而且，在水下有限的时间
里，潜水员必须挑选直径超过 12.5
厘米的鲍鱼才可捕捞。因此，捕捞上
岸的黑金鲍鱼数量有限，弥足珍贵。

500元一只的黑金鲍鱼来宁波了

图为进口黑金鲍鱼 （资料图）。

本报讯（陈朝霞 郑轶文 舒
沁）昨天，海曙区高桥镇清退了宋
家漕村博泰公寓最后 3户出租户，
正式关停这一公寓，这是去年高桥
镇重拳整治出租公寓楼消防安全
以来关停的首家公寓楼。

博泰公寓共有 470 多间出租
房，出租率保持在95%以上，人员密
集度较高。“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
博泰公寓是砖木结构，原先的规
划比较落后，存在较大的消防安
全隐患。”高桥镇派出所副所长邵
剑锋介绍，去年，高桥镇安委会向
所有公寓楼发放了《消防安全告
知书》，并要求所有出租业主签订

《消防安全承诺书》，其中明确要
求电瓶车集中投币式充电、房间

内严禁使用明火、公寓楼必须全
面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等。“这
次关停博泰公寓正是因为大量租
户非法使用煤气瓶和明火，有些
房间还没有窗户，一旦发生火灾，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了解到，在去年高桥镇政
府牵头组织的公寓楼消防安全排
查整治行动中，博泰公寓就曾被责
令整改。当时，业主单位自费给每
户租户购买了电磁炉，移除了煤气
瓶和明火，但从今年开始，又有不
少租户陆续使用煤气瓶和明火。今
年 6 月，该公寓楼再次被要求整
改，因部分租户拒绝配合整改，业
主单位决定配合镇安委会清退所
有租户并将公寓楼关停。

违反消防条例

高桥一公寓楼被关停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朱
娇娇 翁佳丽）夜间未经批准施工
造成噪声扰民，将受到相应处罚。
日前，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就处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当天22时20分左右，鄞州区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姜山中队队员巡查
至姜山镇核心5号居住地块工地时
发现，该工地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
施工作业，产生较大噪声，且当事人
现场无法提供相关审批文件。

执法队员当场制作了《现场检
查（勘查）笔录》《现场检查（勘查）
图示》并拍照取证。同时，中队委托
专业检测公司对当事人夜间施工
产生的噪声进行现场检测。检测机
构宁波远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
该工地周边 5 个点位进行噪声检
测，数据显示噪声平均值最高为
65.6 分贝，最大值最高为 71.3 分
贝，均超出国家规定值。执法队员
现场制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
建筑工地夜间违法施工，违反

了《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第
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噪声
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在
22 时至次日 6 时进行产生环境噪
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
抢险作业及因生产工艺要求等特
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城管
部门根据《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
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宁波市城
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
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六项和《宁
波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的相关规
定，对当事人处11200元罚款。

据悉，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从 7月起启动全区工地大整治，
涵盖工地出入口规范化、建筑垃圾
运输规范化、工地内排水设施建设、
夜间施工等。连日来，各执法中队加
强日常建筑工地实地走访巡查，通
过向负责人发放夜间施工法律法规
宣传告知书，责令各工地调整施工
时间，大部分施工企业调整了作业
方式，大型机械作业安排在白天进
行，夜间尽量停工或采取人工作业，
最大程度降低区域夜间噪声。

晚上10时后不得施工扰民

以案释法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