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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卫生计生委副
主任章国平为“浙派中医”

宣传巡讲活动致欢迎辞。他表
示本次“浙派中医”巡讲活动在宁波
举办，为我市中医药发展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契机，希望我们宁波中医药人
扎实开展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工程建
设，挖掘、梳理和整理好我市传统中
医药文化源流、学术思想、临床经验
和民间诊疗技术，推动宁波特色的学
术流派的形成，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市
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

宁波市中医药学会会长、宁波市
中医院院长崔云表示，在冬至日，我
们迎来了“浙派中医”巡讲活动的圆
满收官，宁波中医史源远流长，名医
辈出，著述如林，更有世家传承、绵延
不绝，是“浙派中医”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应更好地挖掘宁波中医的流
派和内涵，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祖上传
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将中医药事业发
扬光大！

首届全国名中医、浙江省中医药
学会副会长范永升教授对“浙派中
医”综合称谓的由来做了详细的分
析，先后就“浙派中医”由来的背景、
命名原则、命名优点与其命名过程展
开了介绍，并对“浙派中医”源远流
长、学派纷呈、守正出新、时病诊治、
学堂论道、厚德仁术的六大特色做了
深入的讲解。

浙江中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捷民做了《浙派中医本草学派》的
专题讲座；张水利博士详细介绍了浙
江本草学派源流与本草品种考证的
意义与方法；朱德明教授以“仙鹤长

鸣，药香万里——慈溪鸣鹤药业回眸
与展望”为题，介绍了慈溪鸣鹤药业。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指导老师、浙江省名中医洪善贻对

“宁波中医流派”做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他说，宁波中医药史与宁波的人
文史同步，可追溯至河姆渡时期，著
名的医、药大家历代辈出，更有世家
传承至今。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
承指导老师、董氏儿科第六代传人
董幼祺，以 《董氏儿科的渊源和学
术思想》 为题，总结董氏儿科的渊
源历史、学术思想以及家学风范，
分享董氏的临床经验以及治病理念。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肖鲁伟
对“浙派中医”宣传巡讲活动做了
总结讲话。他说，“浙派中医”巡讲

活动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通过
这个活动不但对“浙派中医”历史
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挖掘整理，也
增进了群众对中医药的了解和认
识。我们中医人要弘扬“浙派中
医”的特点，为健康中国、健康浙
江建设做出贡献。

浙江省卫计委副主任徐润龙对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所开展的“浙派
中医”宣传巡讲活动表示高度的肯
定与赞赏。他表示，我们应不忘初
心，牢记中医使命，使“浙派中
医”这面大旗高高飘起。

打响“浙派中医”名号 造福宁波市民
——“浙派中医”巡讲活动宁波站成功举办

12月 22日，“浙派中医”宣传巡讲活动第十站
来到了宁波。本次活动由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主办，
宁波市中医药学会、宁波市中医院承办。全省各地
市中医药学会会长(秘书长)、中医药行业同道、社会
各界人士等200余人参加了巡讲活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
发展中医药事业”，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思想和目标。浙江是中医药大省，历代名医辈出、
流派纷呈。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 颁布实施，“浙派中医”正式命名，从
此浙江中医学术流派有了统一称
谓。随后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启
动了“浙派中医”巡讲活
动，已在绍兴、温州、衢
州、丽水、嘉兴等 9 地
进行了巡讲，最后一站
来到了宁波。

“浙派中医”宣传巡讲活动现场

市中医院护士们化市中医院护士们化
身大厨身大厨，，以药膳设宴以药膳设宴

董氏儿科亮相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并
获最佳“展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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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杜宁）只要凭一张有效身份证，不花
一分钱，就能进门享受阅读的乐趣，
还能借走 5本图书。昨日上午，位于
海曙区白果巷 1号的筑香书馆正式
向读者开放，这家图书馆由宁波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捐建，免费向
公众 24小时开放，借助先进管理体
系，实现无人值守。

据了解，筑香书馆是一家纯公
益性图书馆，馆舍面积 300 多平方
米，有阅览座位 50 余个，馆藏图书
约 1.5万册，各类报刊 20余种。书馆
采用 RFID 智能化管理系统，读者
可以自助办证、自助借还书，全年
24 小时无人值守，免费开放。书馆
还有无线 wifi，方便读者在线阅读。
此外，书馆还可以举办报告会、讲
座、培训、展览等活动。

昨天，记者体验了一番，进门
刷一下身份证，就顺利进入书馆。
图书馆负责人告诉记者，刷身份证
时，系统已经自动识别记录身份信
息，默认进门的人是图书馆的会

员。记者从书架上了拿了一本书，
找了个位置坐下，自动感应灯立即
亮起，空调也自动打开。工作人员
说，人如果离开了，空调和灯将自
动关掉。记者从书架上取下 5 本

书，放到借书机上，点击借书，一秒
钟完成借书程序。据介绍，每个人
一次性能借阅 5 本，借期为一个
月，可续借一次。据了解，筑香书馆
从筹备、设计到管理，全部由宁波

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该
公司董事长陈继东说，建造图书馆
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他曾多
次赴温州考察当地的“城市书房”
模式。他说，读书，能让人从迷茫中
悟到答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享
受一抹书香。

据介绍，书馆日常事务无人管
理，但也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协调
处理突发情况，同时招募了一批社
会志愿者和大学生志愿者不定期前
来帮助整理图书、拆包图书。书馆
希望每一个进馆的读者都能成为志
愿者，在阅读完图书后，做到随手
整理图书的习惯。记者看到，在书
馆的一侧，还空了几个书架，主要
用来存放志愿者的捐书。昨天的开
馆仪式上，俞丹桦成为首批赠书的
志愿者之一。他将自己的摄影作
品、散文随笔等 8种书籍送给图书
馆。

据悉，筑香书馆计划用3年到5
年时间，在全市建成 5 家 24 小时无
人值守图书馆，馆藏达10万册。

海曙一家24小时无人值守图书馆开放
无需任何费用就可借阅

图为市民正在海曙区筑香书馆看书。 （徐文杰 杜宁 摄）

本报记者 姬联锋
通讯员 楼晓娴

昨天上午，浙江万里学院文
化与传播学院进行了一场名为

“从月湖到东钱湖——领略宁波历
史文化的两个窗口”的讲座。主
讲人是宁波出版社 《宁波文化丛
书》 第二辑中的两位作者黄文杰
和张全民。

《宁波文化丛书》 第二辑共
九册，将鼓楼、月湖、老外滩、
江厦码头、郡庙、鄞江、慈城、
东钱湖、灵桥所蕴含的历史文化
作了一次新的梳理，从历史地理
和社会变迁的坐标中，揭示其历
史脉络，探究其文化内涵，从而
体现宁波历史文化的多姿多彩，
让文化这一城市的根脉更加清晰
可见。

黄文杰所著的 《书香月湖：
江南士人的精神构建 与 历 史 流
变》 以书香为线，以科举家族、
文学名士、学术群体、士大夫
的 精 神 与 生 活 为 主 要 叙 述 对

象，讲述了月湖心学与史学之
流变等。

在 张 全 民 所 著 的 《钱湖烟
雨：山水城市的栖居理想》 中，
记录了古往今来，钱湖边的隐士
逸民。作者用诗意的饱含深情的
语言介绍了东钱湖的人文历史、
风俗人情、自然山水等。

昨 天 的 讲 座 ， 两 位 作 者 对
自己的著作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讲座的主题分别为 《月
湖：名城名都的历史印迹》 和

《见与不见，钱湖都在那儿——
湖与现代人生活的精神关联与
构建》。

宁波出版社总编辑袁志坚表
示，近年来，出版社努力营造

“多读书、读好书、读书好”的浓
厚氛围，助推宁波“书香之城”
建设。“ 《宁波文化丛书》 进高
校”活动创造了本土作家、学
者、专家与大学生面对面近距离
接触的机会，延续了历史文脉，
留住了城市记忆，还能让大学生
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从月湖和东钱湖领略宁波的历史文化

《宁波文化丛书》走进万里学院

本报讯 （记者王博 通讯员
沈松虎） 鄞州区博物馆 2017年会
昨日举行。作为我省唯一的“中
国博物馆文化之乡”，鄞州区各博
物馆积极提高办馆水平和服务质
量，努力使博物馆质量、数量

“双提升”，2017 年举行公益活动
破“双百”，全年50万人次参观。

鄞 州 区 博 物 馆 协 会 率 先 示
范，把博物馆管理制度“挂牌上
墙”，使辖区内各家博物馆的工作
走上规范化，同时积极组织各博
物馆参加评估活动，以评促建。
目前，鄞州区星级博物馆数量占
全市博物馆总数的 80%，其中，
宁波服装博物馆在全省 116 家国
有博物馆运行评估中排名第十，
王升大博物馆达到省文物局考核

评估优秀标准及民政部评估的 5A
等级。

此外，为全面提高博物馆工
作人员素质，鄞州区博物馆协会
还组织各博物馆工作人员到全国
8 个省参观了 30 多家博物馆、陈
列馆、艺术馆，开展互动交流，
拓宽视野。

据统计，2017 年鄞州区新开
设博物馆 3 家，展览范围从原来
的服装、农事、雪菜、婚俗、木
雕、草编、陶瓷、古典家具、知
青文化、厨房文化等，扩大到了
点心、竹文化、甬式家具等。全
年各博物馆举办公益活动、节庆
展览、非遗集市、文艺表演等
200 余次，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
益。

鄞州区博物馆“量质齐升”
全年50万人次参观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房炜） 昨天，甬剧《筑梦》的原型
人物、著名宁波帮人士沈祝三的侄
孙沈卫回甬寻祖探亲。据了解，沈
卫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化学工程
系教授、莫纳什大学表面工程专业
负责人，2012 年英国工程师协会最
佳创新奖、澳大利亚最高科技创新
技术奖获得者。他这次回甬探亲，是
由于受到甬剧《筑梦》的触动。

据了解，2014 年，宁波市演
艺集团将甬剧 《筑梦》 搬上舞台。
该剧讲述了二十世纪 30 年代大汉
口声名显赫的宁波大建筑商沈三
江，承建国立武汉大学建筑群，遭
遇时局动荡，工程几乎陷入绝境

后，本着宁波商帮的诚实守信精
神，耗尽家财和心血，最终建成气
势恢宏的武汉大学的故事。剧中的
沈三江就是沈祝三。据了解，沈祝
三是鄞州区姜山镇沈风水村人，后
来到上海、武汉等地经商。上个世
纪 20 年代，他曾在沈风水村建造
了一排富丽堂皇的住宅，大部分建
筑至今仍然保存着。

沈卫是沈祝三弟弟沈福生的孙
子，198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澳大
利亚留学。1991 年获澳大利亚拉筹
伯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1995年，
加入莫纳什大学化工系，创立表面
工程方向,并在澳大利亚造纸研究院
及国家印刷实验室领导多项科研项

目。他用液体颗粒弹珠作为培养生
物细胞的微反应器，用改性碳酸钙
进行海洋油污治理。

沈卫少小离家，对家族历史了
解得不多，模糊知道武汉大学是他
祖辈所建。近年来，他的事业逐渐
在国内铺展，回国的次数越来越
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市演
艺集团将沈祝三的故事排成了甬
剧，深受触动。不久后，市演艺集
团将甬剧《筑梦》的光盘专程送给
沈卫，沈卫深受感动。这次，他应
邀到上海开会，在多方努力下，昨
天终于第一次踏上回乡的旅程。

昨天上午，沈卫在市演艺集团
董事长邹建红的陪同下，来到姜山

镇沈风水村寻祖探亲。沈祝三的孙
子沈惠儿听说沈卫回家，专程从奉
化江山的家中赶来。两人一见如
故，聊起自己的祖辈往事，激动万
分。沈家老宅虽然历经风雨，但仍
气势恢宏。沈卫抚摸着一砖一瓦，
听着沈惠儿讲述他父亲和爷爷在这
里的生活往事，久久伫立，感慨万
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沈卫说没
想到自己的爷爷有这么感人的故
事，也没想到家乡人民这么重视挖
掘宣传沈祝三的精神，他深表感
谢，也深受激励，希望自己将来也
能为家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昨天下午，沈卫一行到宁波帮
博物馆参观。

甬剧《筑梦》唤得游子回
沈祝三侄孙澳籍著名华裔科学家沈卫在甬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