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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争攻坚 三年攀高

朱晨凯

市第一医院近日公布了今年
招聘的 30名应届护士名单，男护
士比例高达一半。男护士“就业
吃香”，带动男生在选择专业时会
更多地考虑护理专业。宁波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录取男护生
87 人，占这一届护理学院新生的
7%，无论人数还是比例均创下历
史 新 高 （5 月 10 日 《宁 波 晚
报》）。

越来越多的男生报考护理专
业，除了学生和家长的观念转
变，关键在于男护士“就业吃香”。
毕业生找工作难的现象仍存在，这
几年男护士却是“香饽饽”，很多医
院招护士时强调男生优先，有医院
甚至表示“男护士有多少要多少”。
西方发达国家男护士占护理人员
比例在 10%至 30%之间，而我国该
比例目前不足1%。

让男护士多起来，“就业吃
香”无疑是必要的。但笔者认
为，要让男护士真正满足市场需
求，“与国际接轨”，不能光靠

“就业吃香”这一点。像消除社会
成见、提高护士待遇、补齐护理
教育短板等，也应跟上。

当前，一些病患面对男护士
的专业护理服务时，并非人人能
够接受，还存在一定偏见；护士
薪酬低工作辛苦，留不住人也不
是什么秘密，而且还存在专业发
展 和 上 升 途 径 受 限 的 “ 天 花
板”；护理教育还处于较低端的
阶段，专业程度较低、学科发展
不足……这些问题环环相扣，阻
碍着护理行业发展，当然也限制
了男护士队伍的壮大。

越来越多的男生选择护理专
业是好事，但不能光靠“就业吃
香”来倒逼，还需要全社会形成
共识，消除成见，提升护士待
遇，扩展护士职业上升空间，提
高护理教育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程
度。这样，有志于从事护士职业
的人才更有选择底气，男护士才
能真正多起来。

让男护士多起来
不能光靠“就业吃香”

本报记者 黄 程 孙吉晶
余姚记者站 谢敏军

今年，鹿亭乡整合中村村、白
鹿村、上庄村、晓云村四村旅游资
源，联创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记
者在白鹿村蹲点采访期间，创建评
审正在进行之中。鹿亭乡党委有关
负责人介绍，鹿亭把“建设美丽乡
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美好生
活”作为总目标，着力发展旅游
业，使其成为鹿亭经济转型发展的
支柱产业和提升鹿亭人民生活质量
的幸福产业。

白鹿村是典型的高山台地，宁
波市徒步休闲旅游基地，有四明山

“最美丽的云雾山村”之称，拥有
浙东最美观景平台和千亩梯田，有
竹海、花海、云海可观赏，风景旖
旎，同时作为鹿亭“鹿文化”起源
地，故事内涵丰富。

绝佳的自然资源，在乡村旅游
大发展的今天，给全村干部群众带
来了极大的干劲和信心。但是眼
下，白鹿的旅游产业发展还在起步
阶段，带动效应还有待提高。“最
明显的是，来白鹿的游客大多是半
日游。”白鹿村党总支书记龚云常
说。

“这正是我们整合四村资源联
合创建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初
衷。”鹿亭乡党委书记陈晓珍说，
旅游产业需要集聚发展，形成一系
列的路线，把客人留下来，把消费
带上去。

旅游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那么村民致富增收靠什么呢？鹿亭

的 答 案 是 高 山 特 色 农 业 。 2015
年，鹿亭境内有 3 处海拔 300 米左
右的岩壁上被发现长有石斛属植
物，经浙江农林大学专家组鉴定，
一致认为该植物为有“药界大熊
猫”之称的野生铁皮石斛。为更好
地保护和利用这一珍贵资源，鹿亭
引进浙江韵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依托浙江大学生物科学院，在
上庄村香泉湾建立铁皮石斛品牌基
地，同时在白鹿村鼓励引导村民种
植铁皮石斛。截至目前，全乡种植
铁皮石斛 80 亩，并开发了铁皮石
斛鲜条、枫斗、石斛花茶、盆栽等
系列产品。

在白鹿村，高山西瓜的落脚
比石斛要早很多年。村民起初种
植的黄心惠兰西瓜是从台湾引进
的，后来在市农科院的技术支持
下改进为嫁接西瓜，提高西瓜的
生存能力和轮种频率。种植高山

西瓜已 20 年的村民马苏堂说，种
西瓜不仅在技术上要研究，时间
上也得动脑筋，“村里人在某一个
时间段育苗比较集中时，我就等
一等，错峰种植，错峰上市，保
证市场价格。”

像马苏堂和白鹿村老书记龚松
年一样坚守山村并持续进行创新的
人，还是较少。乡村振兴，光靠村
干部满腔热情和年纪大、文化程度
偏低的农民，难于上青天。如何吸
引更多年轻人才，在鹿亭乡党委负
责人看来，还是需要更大力度的政
策支持，“比如一些老房子，在老
农眼里是漏风漏雨的破房子，但在
年轻人眼里可能就是宝，稍加修缮
可以成为很有情怀的民宿民居，加
上用互联网思维去做市场，即使隐
藏深山也不愁客源。这一切的前
提，是要对农村房屋的使用权作出
调整。”

山村深挖资源潜力谋振兴

本报讯 （记者朱军备 通讯
员陈芳 朱莉亚） 近日，我市印
发了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
第三次全市土地调查的通知》，全
面启动第三次全市土地调查工
作，计划于2019年完成。

据介绍，开展第三次土地调
查对贯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提升国土资源管理精准化水平，
支撑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等均具有重要意义。我市第三次
土地调查的对象是全市陆地国
土，主要工作任务是：调查全市
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包括

地类、位置、面积、分布等状
况，重点调查永久基本农田现状
及变化情况，包括永久基本农田
的数量、分布和保护状况；调查
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包括土地
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状况；开展土
地条件调查，包括土地的自然条
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状况；建立
市县两级土地调查及专项数据
库、数据分析与共享服务平台；
在土地调查数据库和专项数据库
基础上，逐级汇总各类数据，编
制专业图件。

全国土地调查基本每 10年开
展一次，土地变更调查每年进行。

我市启动第三次土地调查工作

乡村振兴宁波实践乡村振兴宁波实践
蹲点手记蹲点手记

本报讯 （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胡凯 张奕莹）“原先开美容院
要跑市场监管、卫计两个部门，
且要等营业执照办好后才能办理
卫生许可证。现在到商事登记办
理区取一个号，在任意一个窗口
就可一次性办理相关证照。”日
前，新开美容院的象山市民石女
士体会到了“一站到底”的便利。

进一扇门、取一个号、跑一
个窗、办“一件事”。从 5 月 2 日

起，象山县行政服务中心内不动
产登记和商事登记两个办理区实
行“全科一窗受理”模式，以服
务争效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
改革。

据了解，县审管办按照“前
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办理、统
一窗口出件”的服务模式，推动
综合受理窗口从“物理整合”转
变为“化学融合”。目前，已对不
动产登记和商事登记两个办理区

所涉的 19 家单位进行重新组合，
设立 28个综合受理窗口，以“一
窗全能”办理群众所需的多个事
项。

“全能窗口”也要求窗口工作
人员从“专才”变为“全才”。

“以前只负责卫计局的 10 来项业
务，现在要熟悉 170 多项业务，
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同时倒逼
自己提升能力。”工作人员肖楠告
诉记者。对此，县行政服务中心

以“轮训+实训”等形式，对 28
名窗口工作人员和 3 名值班长进
行“强化特训”，逐渐通晓所有事
项办理流程。

“全科一窗受理”推行一周以
来，象山已办理相关事项 2130件
次，办事效率提升 70%以上。下
一步，县审管办将在其他办理区
稳步推行“全科一窗受理”，力争
在今年底全面实现“无差别受
理”。

象山不动产登记和商事登记
实现“全科一窗受理”

本报讯 （记者董娜 通讯员
夏丽玮 周淼） 记者昨日从宁波
海关获悉，今年前 4 个月宁波口
岸进出口总额达 4675.8 亿元，同
比增长 14.3%。其中出口额突破
3000 亿元，达 3192.2 亿元，同比
增长 12.6%；进口额为 1483.6 亿
元，同比增长 18.2%。4月单月进
出口额为 1159.9 亿元，同比增长
10.3%。

在宁波口岸前十大贸易伙伴

中，对欧盟、美国和东盟的进出
口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了 11.7% 、
12.9%和 18.5%。其中对伊拉克进
出口额增幅最大，达 36.8%。另
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进出口额为 1646.6 亿元，同比
增长15.9%。

机电产品排出口商品首位，
其中机械设备占比最大且增速最
快，出口额为 532.2 亿元，同比
增长 15.7%。另一类主要出口商

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中，
纺织服装出口占一半以上，出口
额达589.5亿元；塑料制品和玩具
出口同比增幅超10%。

值得注意的是，“宁波智造”
出口动力强劲。前 4 个月高新技
术 产 品 出 口 同 比 增 幅 高 达
31.2%，出口额为 168.8 亿元；文
化产品出口额为 84.2 亿元，同比
增长14.3%。

此外，大宗商品进口量产生

分化。原油、初级形状塑料、铁
矿砂等进口量有所下降，二甲
苯、天然气、铜材、乙二醇等进
口量增加明显，特别是天然气进
口量为 159.9 万吨，同比增加 1.2
倍；铜材进口量为 10.7 万吨，同
比增加 1.3 倍。此外，前 4 个月，
宁波口岸进口消费品总额为 58.2
亿元，同比增长 49.7%；进口高
新技术产品总额为 91.3 亿元，同
比增长25.8%。

出口额同比增长12.6%，进口额同比增长18.2%

前4个月宁波口岸外贸形势走好

本报讯（记者王珏 奉化记者站
严世君） 昨天上午，《当代美术作品
选 （二） ——丰子恺之仰之弥高》特
种邮票首发暨 《中国佛教五大名山
——雪窦山》系列邮品发行仪式，在
奉化雪窦山脚下举行。此次《仰之弥
高》特种邮票的发行，标志着雪窦名
山首登“国家名片”。溪口雪窦山千
丈岩的风景，将通过邮票展现给全世
界。

当天，中国邮政发行了《当代美
术作品选 （二） 》 特种邮票 1 套 3
枚，全套邮票面值3.90元。首枚为丰
子恺先生作品——《仰之弥高》，为
丰子恺 1963 年春游雪窦山千丈岩时
所画。

《中国佛教五大名山——雪窦
山》 系列邮品包含 《当代美术作品
选 （二）》 套票邮折、《仰之弥高
——雪窦山千丈岩》 极限片和原地
纪念封，另有溪口风景明信片一套 8
枚 ， 取 景 妙 高 台 、 雪 窦 山 、 雪 窦
寺、亭下湖、徐凫岩、千丈岩、三
隐潭、商量岗。据了解，上述特种
邮票和系列邮品已在奉化区各邮政
营业网点预售。

右图：昨日，丰子恺外孙女杨朝
婴女士展示《仰之弥高》特种邮票。

（王珏 摄）

奉化雪窦山首登“国家名片”
丰子恺《仰之弥高》雪窦山特种邮票首发

本报讯 （实习生马昊 记者
王佳 通讯员梅薇） 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十个全国防灾减灾
日。昨日上午，由市民政局、江
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宁波市

“5·12 防灾减灾日”应急救助综
合演练在慈城镇慈孝广场举行。

据市民政部门统计，2012 年
至 2017 年 ， 我 市 遭 受 “ 海 葵 ”

“菲特”“灿鸿”等强台风袭击，
受灾人口达 558 万人次，直接经
济损失 510.25 亿元。如何更好地

应对台风洪涝，本次演练就以此
为背景。来自政府部门、企业、
社区、专业救援队伍等各方力量
的 14支参演队，协同参与灾前应
急转移、道路应急抢险、灾时应
急救助和巨灾保险理赔 4 个板块
的综合演练。

当天，江北区有关部门和社
会救援组织在演练现场设摊，通
过宣传展示、资料发放、现场咨
询等方式，向群众开展防灾减灾
救灾科普宣传教育。

我市举行应急救助综合演练

本报讯 （记者孙吉晶 宁海
记者站蒋攀 通讯员陈军杰） 昨
日，宁海县在梅林街道梅林陈村
开展了“逃生演练、急救培训、
灭火救援”等一体化防灾减灾活
动。这是该县创新打造的“政府
协调、部门参与、社会协作”的
一体化防灾减灾救灾体系的其中
一个场景。

近年来，宁海县以强化防灾
减灾措施、加强舆论宣传、建立
应急机制、进行实战演练为着力
点，不断提升社区应急管理和居
民自我防范的水平。目前，该县
已建成 13个“全国综合减灾示范
社区”，14 个“浙江省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

在此基础上，宁海县大力推
进防灾减灾工程建设，通过盘活
利用防空洞、地下停车位、农村
社区服务中心、文化礼堂、乡镇
敬老院等公共场所，确保避灾场
所高效、高质、高速运转。截至
目前，该县已建成 267 个避灾中
心 （点），实际使用面积近 20 万
平方米，可临时安置受灾群众近
8万人。

据介绍，该县在全市率先实
施避灾安置场所“安全评估”新
模式，通过引入第三方房屋质量
安全检测鉴定机构开展避灾安置
场所安全等级排查，逐步实现避
灾安置场所安全检测与整改达标
覆盖率100%。

宁海打造一体化防灾减灾体系

昨日上午，鼓楼街道携手忆糕缘，给海
曙城区各街道和海曙环卫处的母亲们捐赠了
10000份蛋糕礼券。 （刘波 张烨 摄）

万份蛋糕
献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