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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员
吴海霞 朱娇娇） 近郊农村随着城
市化的推进，村庄一个个被拆迁，
如何留住传统文化的记忆？鄞州下
应街道给出方案：村村都编一本村
史志。昨天上午，该街道在湾底村
举行了“记住深厚乡愁、建设美好
家园”——村（社区）史志编纂研讨
会暨“九方下应”系列丛书首发式。9
个村（社区）有7部史志出版，尚有2
部正在编著中。宁波大学公众史学
研究所所长、历史学教授钱茂伟认

为，一个街道村村修史志，这在全
国也不多见。

下应街道位于鄞州中心区的东
南部，随着东南新城的开发建设，
整个街道 9 个村中有 8 个被陆续拆
迁。为了记住乡愁，留住文化根
脉，该街道以“九方下应，编史留
根”为主线，于 2014 年启动村村
修志工作。

经过三年多努力，至今《天宫
庄园湾底村志》《史家码村史》《江
六村史》《黎明村志》 等 7 部村志

村史已出版，姜村、东升村正在编
写中。作为“九方下应”系列丛书
的这些史志，描述了下应街道各村
庄由穷到富、由农民到居民、由农
村到社区的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
包括村政事务、礼仪习俗、方言称
谓、农牧副业发展、村民生活变
化。其中《天宫庄园湾底村志》采
编人员张善华走访了 100 多位村
民，发现了许多重要史料和多位重
要人物，书中大量采用人物纪录和
细节描写，让史志有了温度。《史

家码村史》以史料与口述结合的结
构方式，让史志可读可亲，是编修
志史的创新。编纂过程中，以“专
家写、公众襄；写精英，记民众；
记大事，写细节”的原则，体现

“全民修志，志为民修”的特色。
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在传统

村志外加入村史的模式、公众史学
角度的探索、口述史的结合，下应
各村在编纂过程中的这些创新亮
点，不仅走在全市全省前列，在全
国也有试水意义。

村庄拆迁了 乡愁得留下

鄞州下应街道村村修史志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1 月 8
日，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卫生检
验与检疫专业2017级50多名学生肃
穆地坐在实验室里，这是他们本学期
最后一堂《人体结构与功能》课。在正
式上课前，他们举行了一场对“大体
老师”简单而庄重的追思会。

“没有‘大体老师’，我们就不可
能了解真正的人体结构。所以，同学
们进实验室一定要穿上白大褂。”授
课的陶冬英老师指着橱窗里的人体
骨骼说，这些都来自那些大爱者无
私的遗体捐献，他们被尊称为“大体
老师”。所以每次触摸之前，都要怀
着一颗对“大体老师”崇敬的心。

陶冬英老师现场介绍了学校最

近接受的一位“大体老师”——宁
波二中退休教师盛筱芳的感人事
迹。盛筱芳老师获悉医学院可供医
学研究的遗体非常少，很多病源无
法得到临床验证，而遗体捐赠在入
土为安的传统思想中，很难得到家
人支持。盛老师就把这件事牢牢记
在心里，于2006年9月办理了遗体
捐献登记。去年 10 月盛老师因病
过世。她的家人根据其生前遗愿捐
献了遗体，用于医学教学事业。

聆听了盛老师的感人事迹，同
学们心情沉重。在特地为盛老师举
行的追思会上，师生们默哀一分
钟，然后一一献上了一朵朵洁白的
菊花。记者看到，在追思室的后面

墙上，学生写下了他们的感恩：
“大体老师”，我想说声谢谢！你们
是特殊的无言良师，用躯体诠释了
生命的另一种意义……

浙江省第九届职业生涯规划大
赛一等奖获得者、已签下器官捐献
自愿书的 2015 级卫生检验与检疫
专业 2班金萍同学告诉记者，遗体
捐献是项延续爱的公益事业。她为
盛筱芳老师的大爱所折服，也坚定
了她日后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
职业的信念。

将对“大体老师”的缅怀纳入
人体结构课程，是今年该校推动

“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
的重要举措。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相关领导表示，当前，该校把思
想政治教育和医德培养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推进人文教育和专业教
育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将解除病痛
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作为自己的职
业责任，进一步完善全员、全程、
全方位的育人格局。

该校医学技术学院院长凌庆枝
说，作为一所有深厚医学底蕴的健
康服务类高职院校，离不开“大体
老师”的支持，更需要传承“生命
有期，大爱永存”的奉献精神。学
校打算建立一个生命科学馆，专门
用来纪念和缅怀这些无私的“大体
老师”们，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他们
的大爱精神。

“大体老师”，我们铭记您的大爱！
宁卫院将对“大体老师”的缅怀纳入人体结构课程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林嗣健）记
者昨日从江北区残联获悉，该区
今年以推进“残疾人共享小康”为
抓手，推动“一个平台上线，两个
项目建设”，实现残疾人工作重点
由生活保障向能力建设转变，由
消极救助向积极服务转变，由保
障安置向就业创业转变。目前，残
疾人“智慧阳光电视平台”项目正
式启动。

据悉，该平台委托第三方电视
运营商开发，作为电视的开机首
页，提供办事指南、政策法规、信息
公开等栏目，供残疾人自主点播，
页面将预留江北区政府信息公开
的端口。最新的就业培训、补助申
领、招聘通知等信息将在电视节目
的页面滚动播出，真正实现信息传
播无障碍。为了减轻残疾人的负

担，政府为每户残疾人家庭补助基本
收视服务费120元/年。

今年江北区还将推动残疾人康
复中心二期升级改造、残疾人综合
服务中心两个项目建设，进一步提
升对残疾人的康复服务和综合服务
水平。以“立足江北、辐射宁波”的康
复平台为基础，创建“省内领先、市
内一流、有江北特色”的康复医学中
心。按照建、管、用一体化的思路，抓
好运行机制建设，与卫生部门对接，
设置康复医疗机构和床位，做好康
复项目医疗合作有关事项。

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将与
文教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合建，面向残
疾人提供残疾人证件办理、就业登
记、康复补助办理等服务。中心计划
引入橄榄树儿童发展中心，开展残疾
儿童康复教育服务。残疾人综合服务
中心项目预计于今年11月竣工。

江北构建智慧平台
助残疾人共享小康生活
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今年竣工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
记者站邵滢 通讯员郑洁）“李
主任，你好！听说近期你将为儿
子举办婚宴，在此恭贺你喜事临
门，同时提醒你在具体操办过程
中秉持节俭、简朴原则，不可使用
管理服务对象的人力、物力……”
日前，慈溪市新浦镇某村主任收
到了一条特殊的短信，提醒他在
操办儿子婚宴时应注意的问题。

据悉，上述短信是本月慈溪
市纪委发出的第 11 条个性化廉
政风险提醒短信。近期，该市纪
委在干部提拔或转任重要岗位、
婚丧嫁娶、因公因私出国 （境）
等重要时间节点，实施廉政风险
提醒教育，通过短信及时告知干

部面临节点时可能存在的廉政风
险，提出防范廉政风险的建议措
施。在已发出的个性化廉政风险提
醒短信中，婚丧嫁娶相关事宜的提
醒占了多数。

“每个干部的情况不同，廉政
风险点也因人而异。目前，我们正
逐步探索个性化的风险提醒。”慈
溪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说，“对于干
部廉政风险信息的收集，我们在干
部自愿汇报的基础上，发动各镇

（街道） 纪委 （纪工委）、各派驻纪
检监察组对本区域及驻在单位的干
部进行档案梳理。在合适的时机，
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提醒，将风险
提醒真正向基层延伸，做到点对
点、个性化提醒。”

慈溪探索
个性化廉政风险提醒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12 岁，
六年级，能做什么？宁波海曙中心
小学 602班的叶澍宜小朋友却玩
出了不同的花样。昨天记者获悉，
她的 7本童话书由浙江工商大学
出版社正式签约出版。她由此成
了校园里的小明星。

叶澍宜的笔名叫麦子，父母
亲都是高中教师。她从小喜欢各
种动物，在地上抓蚂蚁，一蹲就是
半天。妈妈就问她，地上的蚂蚁在
搬什么，什么时候最喜欢出来劳
动……8 岁的她带着妈妈的这些
问题观察，回家翻书查资料再思
考，把这些想法通过绘画和文字
记录呈现出来，于是第一本书《小
松鼠和松果项链》就诞生了。

麦子二年级时开始自主阅
读，妈妈偶尔带她看纪录片，知道
了可可西里，知道了藏羚羊，在懵
懂的年龄，第一次对人类的某些做
法有点伤心，也不知道该如何是
好。于是，夹杂了当时思考的《消失
的树枝》就在不经意间出炉了。第
三本《雷龙和他的学生》是三年级
时写的，那也是她第一次尝试系列
故事。那时，她学会了写系列故事
的步骤：查阅各种资料，设计关键

人物的名字和个性，写提纲。她说自
己经常写得哈哈大笑，很满足。在妈
妈的鼓励下，她又写了两本系列丛书

《住宿海底花丛》和《淘气的小鱼皮
皮》。这期间不仅作品日趋成熟，她还
学会了做PPT，并做了一次演讲。

《会说话的视力药水》这本书源
于一次雨夜的突发奇想。《精彩一路》
这本书则来自五年级暑假的一趟美国
和澳洲亲子游。这一次远行不仅完成
了一本书，还学到很多技能，最得意的
便是把迷路的妈妈寻找回来……

比起麦子出书，更让周围人称
道的是母亲的育儿之道。她妈妈说，
她们更像姐妹，妈妈推崇赏识教育，
认为好孩子是鼓励和表扬出来的，
太多的言语暴力和压制只会挫伤孩
子积极性。麦子快乐学习快乐玩，获
得过“宁波市少年儿童绘画大赛”特
等奖、2014 年全国青少年宫乒乓球
大赛第五名等好成绩，三年级起，她
还主编了一份班报《蒲公英》。

这次出书后，周围人都叫麦子
小作家，妈妈担心麦子会有点“飘”，
就告诫她，作家需要敏锐和深刻。

“把写书当作载体，学会这背后的事
情和锤炼各种品格和技能，这才是
最重要的。”

12岁牛娃出了七本童话书
听听这位海曙中心小学小作家的写书故事

昨天天气晴好，市民带着孩子在海曙区集士港香雪路上的街头小品旁散步、玩耍。为进一步提升
道路景观、助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集士港市政部门于近日在省级示范路——香雪路上安放了花卉
盆栽、创意装饰等街头小品，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享受。 （徐能 忻之承 摄）

街头景观添创意

【紧接第1版①】“三谷”为位于东
部新城的宁波金融谷、南高教园区
的大学科创谷和南部商务区的南商
创意谷；“多点”包括全国首批四

家“中国工业设计示范基地”的和
丰创意广场、省级特色小镇四明金
融小镇等26个创新区块。

架起一条走廊，引领多元产

业。鄞州将出台人才新政、制定详
细规划推动宁波城南智创大走廊建
设，力争通过三年时间，聚集国
千、省千、市 3315 人才 （团队）

100人 （个），高水平双创人才1万
名，引领各类人才 40 万名，众创
面积超过 50 万平方米，创新驱动
发展水平省内一流、全国领先。

【紧接第 1版②】 并获得 2000 万元
A轮融资，企业进入飞速发展壮大
期。失业职工周平川在创业担保贷
款的助推下，开起了一家餐饮店，
不但为自己找到新的人生坐标，还
带动了 5 人就业。就业是民生之
本，在刚刚过去的 2017 年，我市
实施和完善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
策，截至上年底，新增就业19.5万
人，城乡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7.22
万人，困难人员再就业 1.82 万人，
新增残疾人就业 1071 人，农村电
商培训 20742人，新增大学生创业
4064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2.0%，
就业的稳定让全市上下“心定、家
宁”。

被称作“民生之依”的社保在
上年度也取得了长足进展。随着今
年 1 月 1 日失业保险城乡一体政策
的落地，我市社保体系全面进入城
乡一体时代。全市户籍人口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率达 94.3%，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率更是达到 99.17%，分
别位列全省第一位和第三位，“人
人享受社保”这一目标，在我市已

逐渐由愿景变作现实。

居家养老服务网络覆
盖城乡

“特级厨师掌勺，一荤两素，
饭菜好吃，价格还亲民。”镇海区
招宝山街道“新三宝”服务社老年
食堂内，叶老伯和他的老伙伴们赞
不绝口。这个区域性居家养老中心
除了配备食堂，还提供文化娱乐、
日间托养、社团活动等服务。服务
社实施的“社会众筹”模式，正不
断满足老年人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这种养老模式，已在宁波遍地
开花。2017 年，我市新建区域性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0 个、城乡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 173
个。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社会
化，培育或引进品牌化居家养老服
务企业或组织10余家，200多个社
区通过服务站点委托管理、服务项
目协议外包等方式引入专业社会机
构或社会组织参与运营；2100 多
个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与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机构签约合作。基本居家养
老服务项目清单和服务补贴制度得
到健全，已初步确定全市范围统一
实施的服务项目，预计项目实施后
有20余万老年人从中受惠。

同时，社会救助进一步加强。
2017 年，新修订的 《宁波市最低
生活保障办法》出台，在全省率先
以政府规章形式将“医疗支出型”
贫困家庭纳入低保范围。目前，已
认定低保边缘家庭人员 4.1 万名。
民生领域“冰点”正在消融，“底
线”加紧筑牢，“保障网”更为坚
实。

76万重点人群拥有
家庭医生

宁波人上市一院、市二院等医
院看病又可以少一笔费用，因为从
去年12月下旬开始，9家市级医院
陆续推出胶片打印“新政”，所有
放射胶片常规默认不打印，不向患
者收取胶片打印费。如果全市医疗
机构都实行这一“新政”，一年至

少能为市民省下医疗费支出 1 亿
元。据介绍，这一新政将逐步向
县、区级医院乃至全市医疗机构推
广。

在刚刚过去的 2017 年，类似
的惠民措施真不少。因为“双下
沉、两提升”的实施，偏僻山区、
海岛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大医院
的名专家；生育登记全面推行多证
合一、多点登记模式，生育登记、
再 生 育 审 批 实 现 了 “ 最 多 跑 一
次”，甚至“零次跑”；因为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加快推进，越来越多
的宁波人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我市已连续第三年将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工作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项
目。2017 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费医保统筹资金支付额度从每人
50 元提高到了每人 80 元；基层医
疗机构慢性病常用药品配备种类从
133种增加到了153种；20%的三级
医院专家门诊号源向签约家庭医生
优先开放。截至 2017 年 12 月，全
市重点人群签约 76 万人，签约服
务率为61.4%。

【上接第1版③】奉化因地制
宜建立 38个“强村带动”“产业纽
带”“文化共建”“项目联动”等模
式的区域党建联合体，覆盖201个
村；宁海实施亿元“造血工程”，集
中打好百村立功竞赛、百家机关村
村帮等“组合拳”，过去的薄弱村年
可支配收入增加到10万元……

与此同时，为破解基层治理的
难题，全市2503个村全面推广“村
民说事”制度，形成“有事好商量”
的乡村治理新模式。在象山，一年
来采纳议题 3000余个，协商确定
的村级重点项目动建 1147个；在
镇海，建立 428个网格党支部（党
小组），实现网格党建100%覆盖。

关键词：从严锻造基
层铁军

好干部，是基层干事创业中
的核心一环。

如何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宁波基层铁军”？我市在严把换
届关口的基础上，重用担当型干
部，充实专业化干部，储备年轻化
干部，建立一支深化改革、破难攻

坚的干部队伍。
在去年村社组织换届中，我市

回引党员能人 520名，调整不胜任、
不作为村社干部 459 名，53 个选情
复杂村一次选举成功率达 98.1%；
全面开展新一届县级班子运行情况

“回头看”，在 100个重点工程、重大
项目开展干部专项考察，及时发现
一批能当善任的干部。

突出一线实干导向，聚焦改革
攻坚克难。

江北全面推进“依事见人”长效机
制建设，每周每月每季公布各项工作
排名；鄞州创新开展“竞标选才”，把一
线破难的“大脚板干部”选出来；北仑开
展“千名书记破难题、万名党员树形象”
活动，月考核、季排名、年评绩；慈溪
95%的办事事项实现“零上门”或“最
多跑一次”，平均精简办事材料30%以
上，办理期限缩短20%-50%……

2017 年，各地将“最多跑一次”
改革作为检验党员干部能力作风的
试金石，引导党员干部在推进 4112
个攻坚项目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全面完成剿劣任务，超额完成了“三
改一拆”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