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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吉晶 宁海记者站 陈云松 蒋攀
宁海县宣传部供图

“宁”聚乡情 “海”纳八方

聚世界宁海人之力共筑强县梦

走遍天下，宁海是家！
9月21日至23日，一场属于全体宁海人的

盛会——首届世界宁海人发展大会隆重举行。
从全国19个省市和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赶

回来的260多位宁海乡贤和嘉宾秋风做伴，如约
而至，相聚缑城，共叙家乡情，共商家乡事。

他们有的是党政军界、工商界、金融界、
科技界、教育界等各领域的宁海籍知名人士，
有的是为宁海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非宁海籍知
名人士。宁海，因他们的到来而格外耀眼。

相聚虽然短暂，但盛会将海内外宁海人和
帮宁海人的情感前所未有地凝聚在了一起。家
乡的一草一木，勾起了游子儿时的记忆；家乡
的沧桑巨变，让游子心潮起伏、激情澎湃；宁
海的美好明天，让所有人为之欢欣鼓舞、充满
遐想。

当前，宁海按照“八八战略再
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和“六争
攻坚”等省、市工作部署，开启百
强县“进50冲30”的新征程，全县
上下奋力朝“两高”先行区、“五
好”样板区战略坐标挺进。

在迈向新的征程中，在这个
身处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能否
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决于创新这
个驱动发展的新引擎能不能成为
主动力，而这个核心要素就是人
才。让更多的世界宁海人和帮宁
海人关注宁海发展、参与宁海建
设、讲好宁海故事，凝心聚力，
形成更强大的合力，这是举办世
界宁海人发展大会的宗旨所在。
而本次盛会的圆满举办，也为海
内外宁海人搭建了一个交流合作
的平台。

本次大会恰逢中秋佳节，众多
乡贤嘉宾在参会之余，纷纷回家省
亲。他们在感受乡情乡音、回味乡恋
乡愁、感叹家乡巨变的同时，纷纷为
家乡建言献策，表达了对故土情结、
对未来的期许。“我一直在德国，回
家乡看看的时间少之又少。前童古
镇是旅游景区，如何做好景区与休
闲活动的结合是它发展的关键，我
会搜集国外一些好的做法，希望对
古镇的发展有所帮助。”在德国从事
技术方面工作的严建平回到老家前
童，虽然离家多年，还是希望尽绵薄
之力帮助家乡发展。新疆德港投资
集团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浓
娟，抢在大会之前就与家乡力洋签
订了《农业旅游项目投资意向书》，
她对力洋这片故土饱含着热情，也
期待以实际行动回报家乡，把家乡

建设得更好。11位桃源籍世界宁海
人回到“老家”，考察了近年来项目
的建设成果，乡贤们畅所欲言，为家
乡建设集思广益。

本次大会，回乡游子们也带来
了“厚礼”，现场签约项目 23 个，
总投资约 177亿元。这些项目契合
宁海“3+3+X”产业体系发展要
求，既有液压软管项目、超薄精密
硅钢材料项目等三大传统特色优势
项目，又有微创医疗器械项目、电
动智能化制造项目等三大新兴产业
项目，还有窄带物联网应用项目等
生产性服务业。借这次会议契机，
宁海专门成立了涵盖党政军界、工
商界、金融界、科技界、教育界、
卫生界、文体界、新闻传媒界、侨
联界 9个界别的宁海人发展大会智
库，已有很多嘉宾对宁海发展提出

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宁海还聘请了近 200位乡贤和

嘉宾成为宁海高质量发展智库成
员，并成立了宁海海外人才工作联
络站，涉及美国、德国、加拿大、
香港、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和地
区。这些智库成员和海外人才工作
联络站，将源源不断地为宁海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大会虽然结束了，但其激起的
涟漪仍在不断扩散，影响力仍在持续。
可以说，这是一次永不落幕的盛会。

正如《首届世界宁海人大会宣
言》所言，我们当胸藏“大气”，始终
以家国为怀；当弘扬“正气”，始终以
诚信为道；当崇尚“和气”，始终以同
心画圆。

我们相信，天下宁海人将奋行其
志、明达其智，携手共筑强县梦！

一次省亲 携手共筑强县梦

他们，来了，来了！从天南海
北会聚在宁海。宁海社会经济发
展史上又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各位乡贤、乡亲们，欢迎回
家！”在9月21日晚上举行的乡情
茶叙会上，宁海县委书记杨勇在
致辞中动情地说，把大家联系在
一起、相聚在一起的，是宁海这块
土地，是亲切的乡音、浓浓的乡
情。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相同、
心意相通。大家相聚，既是一件快
事，也是一件幸事，更是一件盛
事。

浓浓的乡音，前童三宝、烤土
豆、麦馏、麦饼等浓浓的乡味，瞬
间让游子们的一抹乡愁就此安
放。

次日上午，宁海组织与会的
乡贤和嘉宾实地走访，考察县
情。在宁海规划展示馆、南部滨
海新区规划展示馆，大家边走边

看，充分了解宁海发展的规划蓝
图；在胡陈乡、茶院乡、岔路镇、
前童古镇，大家寻找儿时的记忆，
用心触摸老家的味道。

在岔路镇下畈村，走在整洁的
村间小路上，美国默沙东首席科学
家吴国伟为村里的垃圾分类工作点
赞。他说，家乡有发展的眼光、先
进的理念，尤其是大力开展环境整
治和提升工作，如垃圾分类这一行
动已与国际接轨，宁海乡村环境不
输欧美。品尝着岔路麦饼、豆浆、
空心腐等地道的宁海小吃，在美国
研究芯片科技的工程师张伟达激动
地说：“很久没回来了，着实想念
这一口家乡的味道。餐饮、小吃代
表了一个地方的文化，希望家乡在
发展乡村旅游、全域旅游时，大力
挖掘和保护这些文化遗产。”

在胡陈乡，乡贤和嘉宾们漫步
于梅山村和中堡溪村，整洁的村落

和优美的环境让大家赞不绝口，频
频按下相机快门。美丽乡村的文化
建设、环境整治、基层治理等方
面，都给嘉宾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驻英国大使馆参赞潘正茂感叹
不已：“出去几十年，没想到家乡
的村庄已经变得那么干净、漂亮，
和发达国家的村庄比起来也不差，
而且非常有特色。”

秦皇岛景清创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浙宁在考察完南部滨
海新区和宁海规划展示馆之后表
示，对家乡的产业规划、布局有了
更加清晰的认识，也更坚定了在家
乡投资兴业的愿望。

大会开幕式上，听《老家宁海》
主题歌，看《老家宁海》宣传片，在座
的所有宁海人感慨万千、激情澎湃。

作为一名在宁海工作生活 4年
半的新宁海人，宁海县委书记杨勇
用“深刻变化，家乡宁海正在发生

深刻变化、深受感动，为海内外宁
海人的拼搏精神和桑梓情怀而深受
感动、深切期盼，聚世界宁海人之
力共创宁海新时代”三句话道出了
此刻的最深切感受。

乡贤代表和“帮宁海”代表走上
台，用情真意切的话语讲述了对宁
海的深厚情感。中科院院士、中科院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马余刚
衷心祝愿家乡成为时代创新的高
地、科学普及的园地、广聚人才的福
地。东华石油（长江）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铭祥表示，始终被这片生于斯、
长于斯的土地所牵引，非常愿意为
故乡的发展尽绵薄之力，也衷心希
望故乡越来越美、父老乡亲生活越
来越好。同济大学原党委书记、上海
宁波经促会会长周家伦表示，作为一
名“编外”宁海人，将以能够参与和见
证宁海的建设和发展为荣，希望能为
宁海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场盛会 凝聚强大生命力

故乡好，谁不忆故乡！现
在，故乡有请，您，来吗？来
吗？来吗？

8月31日，一封封饱含深情
的家书从宁海飘向全球，宁海正
式向活跃在世界各国的宁海籍和
非宁海籍优秀人士发出盛情邀请
——参加首届世界宁海人发展大
会。

水是故乡甜，月是故乡明，
景是故乡美，人是故乡亲。这封
真切的家书，瞬间唤起了海内外
游子的思乡之情。260 多位乡贤
和嘉宾响应家乡的呼唤，安排好
手头的工作和繁忙的事务，鸿雁
归巢，游子归心。

为营造盛会气氛，9 月初，
宁海县委宣传部领导带领宁海新

闻中心和宁海电视台记者分别赶赴
北京和杭州等地，采访在外乡贤。
多位在外打拼的宁海人故事在《天
南地北宁海人栏目》陆续推出。大
会召开之际，宁海本地媒体又安排
采访了18位乡贤。

说起家乡宁海，每一位接受采
访的人士的脸上都写满自豪。

“几乎每次来宁海，都会看到
有新变化。”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香港宁海同乡会会长
戴伟民如是说。

2011 年 ，香 港 宁 海 同 乡 会 成
立，一大批旅居在港的宁海人有了
自己新的“家”，戴伟民被推荐为会
长。有了同乡会，在香港的宁海人总
会聚集在一起，经常组团回乡考察，
为家乡发展献计献策，为家乡招商

引资牵线搭桥，为家乡公益事业慷
慨解囊。因为工作的关系，戴伟民也
经常来宁海，邀请香港高校的专家
学者，为宁海发展献计献策。

从长街走出去的《求是》杂志
社副总编辑郑志晓表示，“乡愁是
什么？是想起来就想哭的一种情
感。”尽管离开家乡已多年，郑志
晓依然十分关注宁海的发展与近
况，对这片爱得深沉的土地寄予厚
望。“这些年，宁海发展有了质的
提升，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更加优
美，乡村实现振兴，城市文明由政
府推动变成了全民自觉。作为一个
宁海人，我既感欣喜，也存感激。”

“虽然我不常来家乡，但我的
心一直和家乡人连在一起，我无时
无 刻 不 在 关 心 着 家 乡 的 发 展 变

化。”祖籍宁海深甽、出生于香港
的香港建业五金塑胶厂有限公司董
事长孙启烈深情地说：“咱家的祖
坟在宁海，咱们的根在祖国。”拼
闯事业的同时，孙启烈不忘关心家
乡的发展，曾多次率团参加省、市
举办的重大活动，促进交流，增进
感情，积极为家乡的招商引资出
力，促成了很多港商投资项目。在
今年 3 月深甽镇举办的乡贤大会
上，孙启烈签约捐款 100 万元，用
于推进深甽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为深甽未来发展
培育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也表达了
他回报桑梓的心意。

一句句真挚的话语，无不寄托
着海内外宁海籍游子的思乡之情和
对家乡的美好祝愿！

一封家书 唤醒游子思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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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乡贤和嘉宾参观南部滨海新区规划展示馆

与会乡贤和嘉宾参观“十里红妆”文化园

世界宁海人投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