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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孙波 王岑）“黑暗中的利剑，长
城上的守卫，抵御寒冷的烈焰，破
晓时分的光线，唤醒眠者的号角，
守护城市的坚盾，我们是守护者联
盟……”这不是某个游戏的广告
词，说的是几位“萌警”。昨天上
午，宁波公安“守护者联盟”地铁
专列在宁波地铁 1 号线、2 号线正
式上线启动。

据悉，“守护者联盟”专列是
由市公安局民警创意设计的，6节
车厢分别设置“忠诚履职篇”“治
安管理篇”“最多跑一次篇”“交
通安全篇”“防电信诈骗篇”“消
防安全篇”六大主题。同时，为
了拉近警民关系，以民警卡通形
象为组合的“守护者联盟”成为
专列主角。这是宁波公安机关塑
造新时代警察良好形象的一次全
新尝试，旨在以生动形象的系列
宣传漫画传递各类与市民群众生
活息息相关的防盗、防火、防骗
等安全防范知识，用丰富有趣的
线上线下警民互动游戏让广大市
民在乘车过程中参与其中，通过
立体式、全方位的感受体验，收获
一路平安。

市 公 安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守护者联盟’专列将运行至今
年 4 月，预计会有超过 400 万人次
近距离了解公安工作。”

“守护者联盟”地铁昨起上路
专列将运行至今年4月

“守护者联盟”成为地铁专列主角。 （宁波公安供图）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段
晶珍 潘怡） 为了进一步探索空地
立体救援新通道，提升对海岛突发
事件应急救援的能力和水平，日
前，宁波市第九医院与金汇通航、
中国人保、东海某岛工地一起，组
织了一场跨海岛救援演练。据悉，
这是浙江省内首次举行跨海岛空中
救援演练。

当天 12 时 50 分左右，宁波九
院医务科接到“紧急救援”通知：东
海某岛上工地的一名工人从高处坠
落，已造成右腿和右胳膊骨折，请
求直升机救援。在宁波九院备勤的
直升机立即准备，前往执行救援任
务。医务科派遣受过专业空中救援
训练的急诊科主任江涛和护士长周
文聪前往停机平台。

机组工作人员对直升机作最后
的安全检查后，13 时 30 分，医护
人员登上直升机从宁波九院起飞。
14时13分，救援直升机缓缓降落在
事发岛屿的一处停机坪上。待飞机
停稳，机舱门打开，江涛和周文聪随

即下飞机查看伤者情况。14 时 17
分，伤员经过紧急救治，确认生命体
征平稳可以转运后，被抬上直升机
准备返航。14 时 20 分，直升机从海
岛停机坪上起飞。15 时 06 分，救援

直升机在宁波九院降落，伤者被紧
急送往急诊室救治。

整个救援过程用时 96 分钟。
据悉，由于该岛离陆地遥远，交通
十分不便，如果用传统的船渡接驳

伤员至医院，至少要花费 3 个小
时，而且船只未配备专业的监护和
抢救设备，因此对于转运患者存在
更高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在宁波九
院备勤参与演练的 AW139 医疗直
升机是金汇公司目前拥有最大最先
进的机型，特别配置救援绞车，在
不便着陆的区域可悬停救援。机内
最多可同时放置三个担架，机上配
有专业医疗设备。每次救援会配置
两位接受过专业空中救援训练的医
护人员随机同往，在飞行途中提供
必要的紧急救护。

宁波作为我国东部重要的沿海
港口城市，除与大陆连接外，还有
众多半岛及附属岛屿，由于交通不
便，在意外伤害发生时，岛上的居
民往往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救
治，从而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甚至
丧失生命。此次演练的圆满完成，
标志着宁波市周边岛屿“空中生命
通道”的建成，对海岛应急救援体
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医疗救援直升机首次开展跨海岛救援演练
标志着宁波市周边岛屿“空中生命通道”建成

本报讯 （通讯员陈彦翰 记
者陈敏） 2 月 5 日，97 岁的镇海籍
抗战老兵任根德因病去世。近日，
根据他生前的心愿，任根德的两个
女儿将他的遗体无偿捐献给宁波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用于医学研究。

他是“宁波抗战史活字典”

任根德居住在招宝山街道，因
为是抗战老兵，经常有人上门拜
访，听他讲述那段战火纷飞的岁
月。任根德总是精神矍铄地坐在客
厅那张小桌子前，笑着迎接每一个
想听故事的人。

老人留下的东西不少，最多的
是书籍和资料。按照老人生前的要
求，两个女儿将把父亲撰写的回忆
录、参加编写的书籍、他人采访父
亲后留下的文献资料等，全部捐献
给镇海区档案馆。

在老人狭小的卧室里，两个女
儿抱出了几个盒子，里面装的是父
亲的“宝贝”，有他最珍惜的“民
族英雄”军功章、抗战胜利 70 周
年纪念章，还有泛黄的老照片和厚

厚一叠荣誉证书。
任根德祖籍镇海庄市，1921

年生于上海，出身小康之家，自小
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抗日战争爆发
后，任根德毅然参军。他参加了
1940年7月的戚家山保卫战 （又称

“七一七”保卫战），和战友一起为
镇海县城的光复浴血奋战。

那次保卫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军
队在浙东沿海地区取得的一次重大
胜利，被誉为“浙东的台儿庄战
役”。战斗中，中国军队击毙日军
近400人，击伤约600人。

“我爸爸经常说，抗战爆发
后，‘一寸河山一寸血’，太多战友
献出了生命。作为幸运活下来的
人，他为国家做再多的事，也是应
该的。”任根德的女儿任仁英说。

1942 年，任根德回到老家庄
市务农，在庄市他曾为地下共产党
员做掩护，接触和收留地下共产党
员 60 多人。后来，任根德进入镇
海供电局工作。

任根德致力于将抗日战争的那
段历史详尽地告诉每一个来探访他
的人，记录、收集了许多抗战资

料，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2011 年夏天，任根德在奉化参加
崔永元公益基金会“口述历史”的
采访活动，回忆当年“七一七”保
卫战的经过，整整拍摄讲述了 6个
小时，让人再次重温历史，被誉为

“宁波抗战史活字典”。

抗战老兵的赤子心

在任根德的遗物中，有两件特
别的“宝贝”。

一件就是遗体捐献申请表，是
老人在 11 年前签下的，小心翼翼
地收藏在一个信封里。表格上郑重
地写着：“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
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
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预防工作的
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分力量。”

老人的女儿任仁英告诉记者，许
多年前父亲曾经召集她和姐姐开了
一次家庭会议，主题就是遗体捐献。

“他跟我们说，他要做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把遗体捐出去，给医学院学
生学习用。当时我觉得爸爸还年轻
呢，就安慰了几句，也没放在心里。”

让 任 仁 英 意 外 的 是 ， 2007
年，任根德又一次提出了这个想
法，还主动联系红十字会，要求两
个女儿一同前去签字。这一次她没
有犹豫，代表母亲和姐姐郑重地签
下了名字。

还有一件特别的“宝贝”就是
各地学生寄给他的信件。尽管任根
德从没对两个女儿说起过这件事，
但两个女儿知道，多年来，自己的
父亲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资助
贫困学生。这些信件就来自父亲曾
经资助过的大学生。

就读于宁波工程学院的小倪在
信里说：“感谢您的资助，让我能顺
利进入大学，我会好好学习，以后孝
敬您。”衢州的小童在信里说：“您
让我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和友爱，让我更有勇气面对生活和
学习中的难题和困惑。不久的将
来，我会接过您的爱心棒，将这份
希望和祝福传递下去。”

任仁英告诉记者，父亲到底资
助过多少名学生，这或许只有他自
己知道了。平时，老人生活很节
省，一盒豆腐他能吃上三天……

“宁波抗战史活字典”任根德走了
家人按照他最后的愿望，完成了遗体捐献

直升机跨海岛空中救援演练场景。 （段晶珍 徐欣 摄）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每年春节后，总会出现企
业用人和个人求职的“双高峰”，
记者昨日从中国宁波人才市场获
悉，为加快“抢人才”节奏，我
市 将 从 2 月 23 日 （正 月 初 八）
起 ， 启 动 “ 我 选 宁 波 、 我 才

‘甬’现”节后招聘旺市，届时将
举办 32场招聘会，累计有近万家
企事业单位参会，提供 10万多个
就业岗位。

据悉，今年现场招聘会细化
分类、精准定位，针对不同人群
举行专场招聘会，节后将有综合
性招聘会 7 场、劳务技工专场招
聘会 8 场、春季大型招聘会 8 场、
中高级人才招聘会 9 场。其中，
节后首场招聘会于 2 月 23 日 （正
月初八） 在宁波人力资源大厦举
办，上汽大众、得力集团、太平

鸟、金田铜业、中银电池等知名
企业入场招聘大量劳务技能型人
才。元宵节后，将在宁波国际会
展中心连续举办 8 场春季大型招
聘会，每场有 400 家至 900 家单位
参会，时间在 3 月 3 日至 3 月 25 日
的每周六、周日。节后首场中高级
招聘会于3月3日在柳汀街人才大
厦举办，金领人才洽谈会于3月11
日在宁波威斯汀大酒店举办。

在线上，宁波人才市场将同
步为各类人才提供更好的使用体
验，求职者可随时在线搜索岗位
信息、现场招聘会排期、实习兼
职动态、事业单位招考、猎头高
薪岗位等。

据了解，除了举办旺市招聘
“抢人才”外，宁波市人社局还扩
大招才引才的广度、效度、深
度，推出史上最大力度的“抢人
才”行动——2018 宁波“我选宁
波、我才‘甬’现”全国巡回招
聘活动，全年将组织 2000 家(次)
企事业单位赴国内30个城市70所
高校开展75场招聘活动。

32场招聘会节后密密排
线上线下同步“抢人才”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昨天
宁波市教育考试院发布信息称，
我市 2018年中考中心城区回城考
生报名时间为 3月 5日至 9日，这
比往年中考报名时间提前一个月
左右。原因是 3 月底将举行中考
英语听力口语自动化考试。这里
所指的中心城区为海曙区、江北
区、鄞州区、宁波国家高新区、东
钱湖旅游度假区。其他区县（市）报
名时间由当地教育部门制定。需要
提醒回城考生及家长，从 2018 年
起，中心城区中考管理职能转移至
各区，回城考生须到户籍所在区中
考主管部门报名，不再到市教育考
试院报名。

2018 年中心城区高中段招生
仍按原城区 （指原海曙区、原江
东区、江北区和宁波国家高新
区，下同） 与原鄞州区 （含东钱

湖旅游度假区） 两个招生区域的
初中学生升学渠道、高中段学校
招生范围不变。

回城考生主要分三类情况：
一是户口在中心城区，初中在外
地就读，要求回中心城区报考高
中段学校的初中毕业班学生；二
是户口在原鄞州区 （含东钱湖旅
游度假区），初中在原城区学校就
读，要求回原鄞州区报考高中段
学校的初中毕业班学生；三是户
口在原城区，初中在原鄞州区

（含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学校就
读，要求回原城区报考高中段学
校的初中毕业班学生。

具体报名要求，请回城考生
及家长及时关注 2 月 26 日 《宁波
日报》 刊登的 《回城考生中考报
名通告》 和中心城区各区教育部
门、市教育考试院相关通告。

我市2018年中考中心城区
回城考生3月5日至9日进行报名
今年起，回城考生须到户籍所在区中考主管部门报名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陆挺 郭学斌）“我经常喝这种
酒，这次味道不对啊。”近日，象
山消费者李某在爵溪街道某食品
店买了 4 瓶“牛栏山陈酿白酒”，
因口感不正怀疑有假，遂向当地
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据了解，该食品店店主张某
从一名上门推销的业务员处，以
150 元价格购进一箱共 12 瓶“牛
栏山”白酒，并对外销售，但张
某无法提供相关进货票据。经过
进一步排查，执法人员发现当地
另一家商店也在出售同样的酒，
店主钱某的进货情况如出一辙。

虽 然 两 家 店 所 卖 的 酒 在 包

装、生产批号和商标上，与正宗
“牛栏山”白酒没有区别，但执法
人员在联系生产厂家、委托专业
人员进行防伪鉴定后，发现两家
店销售的“牛栏山”白酒均属假
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相关规定，张某、钱某的行为已属销
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且无
法提供相关票据证明系从合法渠道
取得。最终，市场监管部门责令两人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库存的假
酒，并分别处以罚款3000元。

在生活中，流通领域往往是
商品商标侵权行为的多发环节。
对此，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商
家一定要选择正规进货渠道，并
保留好相关合同、单据、发票等
证据，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在春节购物潮到来之际，消费者
务必擦亮眼睛，如有发现假冒产
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听信上门推销 购进假酒遭罚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春节购物谨防假货

昨天，宁波老字号“赵大有”的工作人员来到鄞州明楼街道东海社
区，向居民介绍金团的用料和制作方法，让他们通过了解甬城饮食习俗
感受传统佳节的文化内涵。 （丁安 孙碧青 摄）

学做传统食品 感受节日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