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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 敏
通讯员 周银环

9月21日一早，一辆大客车驶
入鄞州区茅山沈风水村，车身上写
着“鄞州区移动医疗服务车”。车
子一停下，早早候在村口的大爷大
妈便围了上去。

鄞州区卫计局党委委员白廷军
告诉记者：“移动医疗服务车的产
生是为了解决偏远地区群众看病不
方便、多跑路的问题，它可以把基

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送到群众家
门口，实现全区医疗卫生服务全覆
盖零距离。同时，移动医疗服务车
还能满足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
需要和企业、学校上门体检等需
求。”

当天，移动医疗服务车第一
站送医到沈风水村。沈风水村地
处鄞州与奉化交界处，从村里到
镇上卫生院坐车要半个多小时。
刚刚在移动医疗服务车上做完 B
超 检 查 的 沈 大 爷 开 心 地 告 诉 记

者，因为几年前的一次中风，行
动 不 便 ， 平 时 最 怕 的 就 是 上 医
院，“这下再也不用担心上医院
了，不仅配药方便，连做检查也
可以在家门口完成”。

随车的茅山卫生院的周建华医
生告诉记者：“移动医疗服务车的
功能比一般服务站还强大，车上配
备了心电图、DR、超声、生化检
测、C反应蛋白检测、眼底镜检查
等服务。下一步还将增加血常规、
尿常规等检验项目。”

“ 以 前 医 生 去 山 里 诊 疗 后 ，
患者还要下山到卫生站做检查，
现 在 看 病 取 药 做 检 查 能 一 站 搞
定，对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我
们 还 能 入 户 做 检 查 。” 周 建 华
说，车上还配备了移动刷卡报销
设备，村民就诊、买药都能刷医
保卡实时报销结算。另外，医务
人员在开展诊疗时，还同步进行
面对面健康随访，为患者建立健
康档案。通过信息化平台，医生
们还可以在村里、社区进行健康
宣教。

据介绍，鄞州区初步计划移动
医疗服务车覆盖 11 个街道、乡镇
的 54 个点，采取全区统一安排、
定时定点的方式，让群众小毛病不
跑路。

村里来了医疗“大篷车”

牧 野

笔者居住的小区有一个业主
微信群。近日，有住户在群里贴
出几张照片，说的是两条正在掉
毛看起来脏兮兮的狗，一脸凶相
地蹲坐在楼梯口。这位住户抱
怨，楼下住户经常随意把狗放出
门，吓得家里孩子不敢下楼。他
多次与对方交涉，物业工作人员
也曾上门与养狗人沟通，但对方
根本不予理会。

这组照片引起很多住户的议
论，有人把矛头指向物业，认为
物业没有尽责，甚至因此表示，
如果物业再不作为，将拒缴物业
费。有熟悉的住户问笔者对此持
什么态度，笔者毫不犹豫回答了
四个字：直接报警。

之 所 以 这 么 回 答 ， 原 因 在
于，不文明养犬行为的源头在养
犬者，要遏制这种行为，必须针
对养犬者个人采取措施。

现 在 ， 对 于 不 文 明 养 犬 现
象，人们一般采用规劝、说服的
办法，但在如何对待犬患问题
上，很多养犬者的认知显然有别
于公众。比如，经常任性地将狗
放在楼梯口，对扰乱别人生活的
现象视而不见，这不仅仅是缺乏
素质和修养的问题。这时候，如
果只是劝说养犬者遵守相关规则
和社会公德，基本属于对牛弹
琴。要纠正养犬者的这种认知偏
差，必须有强硬的制约手段，报
警就是最好最简便的选择。唯有
执法部门依法行使措施，如罚
款、限制其养犬，甚至给予治安
处罚等，才可让不文明养犬者有
所收敛。

笔者主张报警，还有一个理
由：目前，我市公安机关正在依法
开展对违规养犬行为的专项整治，
为期一个月。这次整治行动能否见
效，不仅取决于公安机关的执行力
度，更有赖于市民的大力支持。从
这个意义上说，当市民发现各种违
规养犬行为时，及时向公安机关举
报，就是向警方提供违规养犬行为
的具体线索。因此，市民的举报也
应是公安机关所鼓励的。

面对违规养犬行为
请直接报警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杭州湾
报道组赵春阳 卓松磊） 经过两
年多的施工建设，日前，宁波杭州
湾新区首条地下综合管廊——滨
海六路(职教西路—兴慈八路)地
下综合管廊顺利通过综合验收，即
将投用。据悉，新区综合管廊建设
项目共有 6 个，总长近 20 公里，是
全市在建的最长地下综合管廊。

滨海六路 （职教西路——兴
慈八路） 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全长
5.8公里，采用双舱断面形式，入
廊管线包括电力、通信、给水 3
类，总投资约2.5亿元。

新区于 2016年启动首条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根据建设规划，
滨海新城作为新区综合管廊工作
的启动区块，现阶段正全面推进

“两横四纵”6条道路的地下综合
管廊建设，总长度近 20公里，入
廊管线包括供水、电力、通信、
燃气、污水等。

除了地下管廊，新区还配建
了一座控制中心，这里将成为地
下管廊的“心脏”。技术人员可以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各
条管道的运行情况。如果有故
障，控制中心会根据收到的报警
信息，调派抢修人员。

工程人员介绍，滨海新城综合
管廊有单舱式、双舱式、三舱式和
四舱式，宽度从3米至11米不等。

据了解，杭州湾大道、金源
大道、滨海大道、玉海西路和中
兴一路等 5 个综合管廊项目也将
在2019年全部建成。

杭州湾新区将建成
宁波最长地下综合管廊

本报讯 （记者董娜 通讯员
永轩） 记者近日从有关会议上获
悉，市税务部门正式启动“‘众
星捧月’助推培育百佳小巨人企
业三年行动计划”，在未来三年
内，助推培育一批竞争力强、成
长性好、技术领先的小巨人企
业，发挥行业“领头雁”作用，
形成以小巨人企业为核心的产业
集群，助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奥克斯空调、旭升汽车、维
科电池等 116 家企业首批入选该
计划，这些企业以制造业为主，
具有成长潜力高、生产规模大、
代表性强等特点。

“众星捧月”三年行动计划是
市税务部门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决策部署的
一项具体举措。该计划旨在助推企
业规模效益快速攀升，帮助企业增

加值、净利润实现翻番；助推培育
一批竞争力强的小巨人企业，打造
一批特色鲜明的“宁波品牌”。

对入选“众星捧月”三年行
动计划的企业，税务部门将进行
重点关注、重点服务、重点支
持，并大力推荐进入市政府重点
决策项目。根据该计划，市税务
部门将定期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和成长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为企
业提供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
纳税服务。同时，税务部门将在
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税收资信增
值服务、涉税风险管理三大方面
提供重点支持和保障，充分发挥
跨部门联合激励作用，在财政性
资金项目安排、政府投资项目招
标、银行授信融资、优惠政策试
点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同等
条件下优先对待。

市税务部门启动
“众星捧月”三年行动计划
116家企业首批入选

昨天，2018 年镇海区职业技能竞赛、镇海区
“雄镇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开幕式在镇海职教中
心举行。现场，钳工、电工、汽车维修工、3D 模
塑师 4 个项目开赛，156 名技能好手参赛。本次比
赛是镇海区人才科技周活动的重要内容。图为 3D
模塑师竞赛项目现场。 （梅佳燕 王珏 摄）

技能
大比拼

—— 宁波改革开放40年印迹 ——

记 者 陈青
通讯员 陈丹 王赤洲

【事件】
宁波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86年12月8日）

从唐长庆元年即公元 821年宁
波正式建城，近 1200 年来，宁波形
成了“一湖三江六塘河”的整体格局
和风貌。

千余年的历史不但为宁波留下
了丰富的历史遗存，也积淀了灿烂
的历史文化，形成了以浙东学术文
化为核心、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线的
独特的文化基因。

1986 年 12 月 8 日，宁波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

一座历史文化资源富
集之城

“宁波文物资源丰富，人文积淀
深厚。在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前，宁波
已经有了多项重要文化遗产。”今年
83岁的文保专家林士民，时任宁波
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说
起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时，记忆
犹新。

1954 年发现的长江以南千年
木构建筑保国寺；1973 年开始发掘
的、被认为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
的河姆渡遗址；1979 年的东门口码
头遗址发掘出的宋代海船以及大批
贸易陶瓷等，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
的关注。

“1982 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
历史文化名城，相比泉州、广州、扬
州，我们觉得宁波还是有相当优势
的。”林士民说，宁波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始发港，有以王阳明、黄宗羲
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是汉文化向外
传播的窗口，与日本、韩国以及东南

亚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
正是在这一年，宁波正式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986 年 12 月 8 日，宁波作为传

统风貌型、地方特色型和特殊职能
型相结合的城市，名列第二批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由此证明宁波在中
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城市功能，
也决定了宁波未来港口城市发展的
方向。

从此，宁波历史文化名城建设
有条不紊地展开：

1988 年，它山堰、上林湖越窑
遗址被国务院认定为第三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0 年，市政府成立市文物保
护委员会。

1991 年，余姚被列为第一批省
级历史文化名城，梁弄镇为第一批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坎头村为第一
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1993 年，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落
成开放。

1994 年，颁布并施行《宁波市
文物保护管理条例》。

1996 年，宁波首次编制完成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同年举行纪
念历史文化名城公布 10 周年和天
一阁建阁430周年活动。

……

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延
续历史根脉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既
是昨天的辉煌，也是今天的财富，更
是明天的希望。保护文化遗产，就是
延续历史根脉。

从文物到历史街区，从名城到
名镇名村，从保护到文化展示，全市
上下持续开展多样有益的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实践探索，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提供了一批保护的典型样本，

宁波名城保护也已经成为一项全社
会关心、参与的工程。

元代永丰库遗址发掘，体现了
宁波历史文化遗存的丰富性，它的
保护，又生动地体现了宁波作为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力度。2001
年，市考古所在原公安局地块发现
珍贵的元代文物。这是国内首次发
现古代地方城市的大型官署仓储建
筑遗址，也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具
有标志性的珍贵遗址。市政府不但
花高价从开发商手中赎回土地，并
拨出 4000万元专款用于遗址保护，
同时提升城市品位的建设理念，在
遗址处建设了遗址公园。永丰库遗
址在 2006 年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
保单位，并入选海丝申遗遗产点。

本世纪初，结合“三江文化长
廊”建设，以三江口为核心，沿甬江
两岸复兴老外滩、建设东外滩；保护
修缮并开放庆安会馆、钱业会馆等；
原址保护宁波早期工业遗产，太丰
面粉厂改造为书城；和丰纱厂改造
为工业设计街区等等，三江口城市
功能和形象实现显著提升。

慈城古县城的保护性开发也开
始启动。这个千年古县城的开发采
用新城开发反哺旧城保护的模式，
精心保护、修缮，恢复千年古城的原
生态风貌，2009 年获联合国文化遗
产保护荣誉奖。

2014 年，大运河（宁波段）申遗
成功，宁波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序列。次年，它山堰成为宁波首个世
界灌溉工程遗产。

城市要“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我市全社会的
名城保护意识也因此达到新高度
——从少数专业人士拓展到普通干
部群众，很多村子从不要牌子到主
动申报名村、传统村落，从争相建
新屋、起洋楼到自发组织保老屋、
修宗祠。

2015 年，我市成立“名城保护
专家委员会”，在资源认定、协调遗
产保护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同年，宁波名城研究会成立，
进一步汇聚社会各界的保护力量。
每年的 12 月 8 日，更是成了宁波的
历史文化名城日。

东方文明之都新坐标

30 多年来，宁波的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从文物建筑发展为线性遗产，
从文物本体延伸至历史文化街区、历
史城区整体格局和风貌，从文保单位
延伸至历史建筑、传统民居以及工
业、农业、水利、教育等行业遗产。

同时，通过持续的文物考古、名
城价值学术研究和交流，宁波名城
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有了更加综合全
面的认识。

通过对以王阳明、黄宗羲等为
代表的名人文化和浙东学术思想文
化的先进性解读，大大提升名城文
化的高度和影响力。

通过大运河申遗成功和海丝申
遗，确立了宁波“中国大运河出海口”
和“海上丝绸之路起航地”的特殊地
位，使宁波城市的历史地位和文明贡
献得到新的诠释。目前，宁波依托大
运河、三江六岸、天一阁月湖、雪窦
山、上林湖、河姆渡等核心文化区域，
布局规划的“一带一廊五区”的历史
文化空间格局已初步形成。

2016 年新编制的《宁波市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从中华文明的
重要发源地、唐宋以来中国最重要
的港口城市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前
沿、宋明以来中国文化思想重镇、

“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其中”的宜居
城市几个方面，把对名城历史文化
价值的概括、提炼，上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更彰显城市个性特色和文化
精神。

也是在 2016年，宁波成为东亚
文化之都，海丝古港多了一张国际
名片。2017 年，第十五届亚洲艺术
节在宁波举办，促进了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

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
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交流的先行城
市，2018天一阁论坛·第二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日前在宁波闭
幕，通过文学交流，架起了新时代中
国—中东欧国家民心相通的金桥。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宁波，
正以东方文明之都的新坐标，谱写
名城保护和文化复兴的新篇章。

千年文脉续写新章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员
唐慧晔 毛伊斌） 清风伴明月，波
光照云影。八月十六过中秋，是宁波
人特有的习俗。昨晚，“好风明月是
生涯”——天一阁·月湖首届中秋诗
词朗诵晚会伴随宁波市民度过了一
个诗情画意、花好月圆的中秋夜。

当天晚上这场诗词朗诵会在毗
邻天一阁的景区西广场水榭亭台上
演。来自宁波市主持人协会的 10多
位专业主播以醇厚、磁性的嗓音深
情演绎了一场穿越古今的诗词雅
集，展现了深厚、璀璨的月湖文化。

晚会以历代文人吟诵月湖中秋
的诗词为主要内容，分文脉初开、
十洲唱和、并湖甲第、四季如歌、
书香湖色、流风遗泽 6个篇章。晚
会 上 ， 四 人 唱 和 的 《十 洲 唱 和
诗》，展现了芙蓉洲、烟屿洲等月湖
十洲初成之际的美景；清代史学大
家全祖望的《甬上中秋改日诗》，解
释了宁波八月十六过中秋习俗的由
来；最后，清代文人忻恕的《月湖十
洲》唱出了千年月湖永远是宁波士
子心中的精神家园。

晚会除了诗词朗诵外，还穿插
了古琴、越剧、书法、评弹、歌
舞、茶艺等节目，为观众呈现了一
场唯美、风雅的传统文化盛宴。

“好风明月是生涯”中秋活动月湖畔举行

天一阁广场上的壮观灯海吸引了许多市民驻足观看。 （刘波 沙杉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