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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张
文龙） 日前，“新甬商-中国制造
2025”宁波市制造企业单项冠军
示范班在宁波经理学院开班。市
委组织部和市经信委希望通过系
统培训，为“中国制造 2025”培
养打造一支具有国际化经营战略
和工匠精神的高端制造业领军人
才。

来自宁波传统制造行业的近百
位“掌门人”将开展为期半年的培

训。
宁波制造业发达，是“中国制

造 2025” 全 国 首 个 试 点 示 范 城
市，这是我市引以为豪的实力体
现。市经信委有关负责人在开班仪
式上表示，举办市制造企业单项冠
军示范班，就是加快推进“中国制
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的重
要举措。“宁波不仅需要千亿规模
的大企业，更加需要一批世界领先
的单项冠军。”

不久前，工信部发布第二批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
名单，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
司、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康赛妮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宁
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入
选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得力集团有
限公司、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戴维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入选单项冠
军培育企业。

为了办好这次示范班，宁波
经理学院邀请了北京大学教授、
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以及清
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德国的相关
领域专家前来授课。此外，示范
班 还 将 通 过 案 例 研 讨 、 沙 龙 座
谈、国内国际访学等多种培训方
式，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的
有机结合。

新甬商集中培训
剑指更多“单项冠军”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徐琼） 昨天，在一场 2017“城市
现场”主题的分享会上，宁波诺丁
汉大学环境科学系教授何根根作为
地理信息系统 （GIS） 行业专家受
邀分享他的地理大数据研究项目，
演示了城市未来应用GIS的众多可
能性。

何根根精通五种语言，在五大
洲7个国家有过生活经历，去过47
个国家旅行。作为环境科学系教
授，他是拿过美国和日本最高奖学
金的学霸，还曾经是接生过婴儿的
妇产科医生、演过华商的电影演
员。

何根根毕业于美国田纳西大学
地理系，在全球最大的地理信息公
司 Esri做过多年国际销售工作，他

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基于GIS的室内
建模与导航技术。

“GIS 是一个平台，它可以对
空间信息如地貌、天气、人流量、
交通状况、建筑等进行信息采集，
并以数字化或三维立体的方式实时
呈现，便于人们对空间环境进行分
析和预测。”何根根在解释 GIS 时
说，“它用途广泛，大到国土、水
利、气象，中到智慧城市里的交
通、人流监控，小到居家空间的改
造等各个领域都可以应用到GIS。”

何根根目前研究的室内建模与
导航技术注重于采集室内空间数
据。

“我的研究目的是推动室内数
据大众化、规范化，建立捕捉动态
室内规律模型，借助包括 VR在内

的科技手段，让空间大数据极大地
便利人们的生活，这将是一场新的
空间革命，也是未来地理大数据的
发展方向。目前技术层面已经可以
实现未来的空间的众多可能性，我
期望更多的企业和政府能与我们的
科研技术相结合，以让GIS实现更
多新的功能。”何根根说。

“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
的风土人情是我最大的兴趣。”何
根根说。他研究生毕业后申请到秘
鲁一家偏僻的山区医院做一年的赤
脚医生。“当时我没有去过南美，
就想在南美体验一下生活。本来
我只是以研究者身份前去从事相
关 科 研 工 作 。 由 于 医 院 人 手 不
够，我接受了一些医生从业方面
的培训后开始从事医疗工作，还

做过妇产科医生，主要负责助产
工作，见证了十几个秘鲁婴儿的降
生。这段经历让我了解了生产的不
易与生命的意义，也提高了我的生
活适应能力。”

从秘鲁回来后，何根根去美国
田纳西大学读博士，拿到了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 （NSF） 和日本学术
振兴会 （JSPS） 的联合奖学金，在
日本东京大学进行地理信息技术研
究，这是美国和日本的最权威的政
府奖学金。他还在 2016 年的惊悚
片 《恐惧》 里演过一个华人企业
家。“拍电影和当老师的感觉很
像，就是在现场跟着灵感把自己
表达出来。只不过拍电影的时候是
对着镜头，教书的时候是对着学
生。”

何根根精通五种语言，游历47个国家，做过医生拍过电影

听宁诺教授分享空间大数据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者
站张落雁 通讯员方平） 日前，全
国首届“美蕴秋歌”社区教育文艺
成果展演活动在江苏无锡落幕，江
北选送的 《慈爱母亲》《炫舞空
竹》《自由》《开学了》四个节目全
部获得优秀节目奖，以大满贯的优
异成绩向全国展现了江北社区教育
的喜人成果。

其中，《慈爱母亲》《炫舞空
竹》《自由》 三个节目还获得全国
48个“集中展演资格作品”中的 3
个席位，占全省入选“集中展演资

格作品”的一半。《慈爱母亲》 更
是凭借精湛的演绎和深刻的意蕴，
再拿下一个重量级奖项——“全国
十佳节目”奖。江北区教育局也荣
获全国优秀组织奖。

江北区老年大学慈城镇分校学
员展演的 《慈爱母亲》，是由慈城
古韵舞蹈队原创的一个情景舞蹈，
在今年 10 月拍摄制成 MV，并通
过网络传播形式提醒在外忙碌的
年轻人：即使工作再忙也不要忘
记亲情，常回家看看。MV 一推
出便深受群众欢迎，多次获得各

级奖项。该舞蹈队的 14 名业余舞
蹈者中，年龄最大的有 60 多岁，
最小的也已 35 岁。从未拍摄过视
频的她们，为了表现出更好的展
演效果，在烈日下一遍遍重复着
舞蹈动作，咬着牙一次次在劈叉
中承受膝盖磕碰在石板地时的疼
痛。

近年来，江北区在营造终身社
区教育浓厚氛围的同时，还培育了
一大批精品项目。目前，全区有 8
个街道 （镇） 社区教育中心、131
个学校，村村建立了市民文化礼

堂，许多村还自建了图书馆、文化
健身一体活动场地，构筑起“家门
口”的市 （村） 民精神乐园。

此外，江北区积极根据“地域
特色”打造社区教育学习品牌项
目。立足“慈孝文化”的地域特
色，依托慈孝节，广泛开展慈孝讲
堂、编印慈孝读本、评选慈孝之星
等活动。依托宁波“音乐港”建
设，开展各类音乐教育进社区活
动。围绕“活力江北”建设，挖掘
社区“草根”明星潜力，全面展现
民间体艺技能。

江北社区教育文艺成果亮相全国舞台
《慈爱母亲》荣获“全国十佳节目”奖

昨日，余姚市陆埠镇石门村村民正在
溪边作坊制作水碓年糕。石门村有“无糕
不过年”的传统，每年入冬，当地村民会
用传统的工艺制作水碓年糕。

（胡龙召 摄）

山村年糕香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吴培均） 废旧锅炉厂经过翻新
改造，成为历史陈列馆，数百年
的老宅也即将被改造成村级党员
驿站......初冬时节，在海曙区章
水镇的穿镇公路沿线，小城镇整
治的多项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在
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过程
中，章水镇着重挖掘当地文化资
源，打造特色景观。

在章水镇振兴东路一侧原锅
炉厂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新
的建筑物已初见雏形。“这个近
2000 平方米的锅炉厂，噪声大，
气味浓，周围的百姓很有意见。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开始后，这
里计划建一个历史陈列馆，主要
介绍章水镇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
的历史沿革并展示其未来发展蓝

图。”章水镇党委书记周宏杉介
绍，新的陈列馆前还会新建一个停
车场，车位设置为 40 个，对解决乱
停车问题也会有很大帮助。

沿着振兴东路继续往前走，很
快到了一处古宅前。周宏杉笑着
说：“整治工作绝不能仅靠拆，对
历史文化古宅的保护同样重要。比
如这座老房子，我们就会把它完整
保留下来，修整后作为镇党员驿
站。还有一口在整治过程中意外发
掘出来、有 200 多年历史的古井，
将恢复原貌，使之成为镇上的一处
重要景观。”

在章水镇繁华路段新建造的
“章水印象”停车场，记者看到，
施工的材质为石头和旧瓦片，很多
带有划痕和浅浅的青苔印。“旧物
利用，就地取材，是镇里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的另一个特色。”周宏杉
介绍，这些石头是从附近老百姓手
里回收的，在精心设计之后，变成
很有特色的石头墙，在撒上种子长
出青苔后，更有年代感，同时还能
节省经费。

海曙章水综合整治
凸显当地文化特色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罗柳红 俞建明） 整洁的环
境、齐全的设施、完善的管理
……日前，两座原地重建的公厕
获得慈溪市宗汉街道新塘村村民
的点赞。今年年初以来，针对公
厕存在的“脏乱臭”现象，宗汉
街道加快推进村级公厕建设和管
理，向现有 117座村级公厕“开
刀”。

“现在，有 22座由街道管理
的公厕已完成改造，将陆续投入
使用，公共场所的如厕条件将有
较大改善。”宗汉街道有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改造重建的公
厕不仅硬件设施较好，而且外观
设计也颇有亮点。街道力争通过
一年多时间的努力，让区域内大

部分村级公厕‘焕然一新’。”
据了解，为使“厕所革命”有

章可循，更好地满足群众如厕需
求，宗汉街道科学制订方案、明确
改造标准，要求村级公厕布局合
理，彼此相距750米至1000米，建
筑面积 30 平方米至 70 平方米，设
有管理用房和工具间。村级公厕的
硬件设施需达到三类公厕标准，并
做到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此外，宗汉街道建立健全公
厕长效管理制度，规定村级公厕
在改造达标以后，由街道环卫所
负责日常管理和维护，也可根据
实际情况委托公厕所在村进行管
理。街道将定期对公厕管理保洁
进行检查，管理不到位的会被收回
委托管理权。

慈溪宗汉加快推进
117座村级公厕改造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
员林幼娟 范丁杰）“田野上有
金黄色的麦浪，河流旁住着百年
的香樟。我们用汗水种下希望，
等幸福悄悄爬上砖墙。陆家堰我
亲爱的家乡……”12 月 7 日晚
上，“姜山之星”颁奖典礼暨

“一村一品”文艺汇演决赛在姜
山镇狮山剧院举行。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今
年“姜山如画”群众文化艺术节
的最后一个活动，“姜山之星”
道德模范展现了社会正能量，而

“一村一品”集中反映了“一村
一个特色文艺”的成果，使精神
文明得到了广泛传播。

近两年来，姜山镇以“一村
一品”为抓手，开展“姜山如
画”系列文艺活动，发挥文化引
领作用，在丰富群众生活、提升
文艺素养的同时，进一步弘扬乡
风文明。一批有特色、有传统、

有优势的村 （社） 文艺品牌逐渐建
立起来，各村 （社） 文化特色项目
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乔里村的腰鼓喜气洋洋，东林
寺村的藏舞粗犷豪迈，姜山头村的
街舞动感十足，顾家村的小品充满
温情，上游村的舞蹈古典柔美，茅
山居委会的旗袍秀自信优雅，张华
山村的越剧俏丽婉转，王龙桥村的
舞龙激情飞扬，陈家团村的武术形神
兼备，墙弄村的京歌情深意远……

随着“一村一品”活动深入展
开，更多的群众从“看客”转变为

“主角”，提升了农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提高了各村（社）的凝聚力。
在刚刚评上全国文明村的陆家堰，
歌伴舞《陆家堰我亲爱的家乡》是
村民的原创作品。该村妇女主任郭
洁洁说，舞台上的演员都是本村村
民，因为近年来村里出现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大家争着来展现自己的
舒畅心情和幸福生活。

忙时下田干农活 闲时登台唱一曲

鄞州姜山群众文艺
形成“一村一品”格局

在浙江启鑫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自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的
小朋友正在进行太阳能划艇比赛。近日，华茂外国语学校联合启鑫公司开
展“走进绿色低碳光伏新能源”活动，通过参观光伏电池片生产车间、组装
太阳能小玩具等，让小朋友充分认识光伏发电这一无污染、可再生、绿色
低碳的电力新能源，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徐能 张根苗 摄）

走进绿色新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