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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当第一趟地铁列车从城西开往城东，不仅开启了宁波地下
交通，城市公共交通有了大动脉，更重要的是让城市沿着铁轨舒筋展
骨，打开了新格局。

从“你好，欢迎乘坐宁波轨道交通”到“地铁行文明行”，从黄海霞的
奋力一扑抢救倒走扶梯的小男孩，到6000多名服务总时长近18万小
时的“红马甲”。四年来，无须刻意打磨，“美好”自然天成，成为宁波地铁
文化，破土而出。

迎着改革开放40周年的春风，宁波地铁4年的运营，宁波轨道交通
举行首届地铁文化节。地铁文化节以“美好，在地铁”为主题，快速、便捷
的“美好出行”，艺术纷呈的“美好时光”，敢为、敢拼的“美好品质”，共同
生动诠释轨道交通的企业文化，全面展现地铁文明风采。

提升城市品质
缔造幸福出行

在宁波地铁
邂逅美好

下班的早高峰不用鼓起勇气
钻进滚滚车海；可以踩着点儿去
坐火车乘飞机；北仑、高桥、镇
海等融入城市核心……宁波轨道
交通开通四年多时间，数百万宁
波 人 3 亿 多 次 的 满 意 选 择 ， 使

“地铁”渗入城市的角落、融入人
们的日常，初步发挥“开通一条
线、建成一个站点，带动一片区
域发展”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为提升宁波市中心城区功能
品质，方便市民群众出行发挥了
重要作用。

犹记四年前刚刚开通时，宁
波地铁因客流少而让人感慨过于

“舒适”；如今，上下班高峰的拥
挤却让我们看到这个城市需要地
铁，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地铁。这
不仅仅得益于两条地铁线的交
织，更重要的是关于“绿色出
行”理念的普及和广大地铁人的
创新担当。

在落实市委市政府“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行动中，我市推
出宁波地铁与常规公交之间 90
分钟优惠换乘，通过换乘优惠，
适度降低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
行的成本，引导更多的市民利用
轨 道 、公 交 等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出
行，减少环境污染排放、缓解城

市交通拥堵。从本月 22日优惠换
乘以来，截止至 26 日，已有 7 万
市民享受到该利好政策。

地铁一路穿梭，宁波轨道交
通致力于把宁波人的脚步从“公
里里程”变成了“分钟里程”，
城市圈越扩越大，抵达时间越来
越短。随着地铁列车的不断增
开，宁波地铁首班车开行时间由
初期的 6:30 提早至 6:00，末班车
开 行 时 间 由 21:30 延 时 至 22:00。
早晚高峰期间地铁列车间隔时间
也在不断缩短，从最初的七八分
钟，压缩到了如今的 4 分 40 秒。
日均开行列车数从起初的 248 列
次到现在的 706 列次。

宁波轨道交通自开通运营以
来，始终以服务市民乘客为中
心，坚守安全质量底线，累计实
现安全运营 1582 天，列车正点率
99.98％ ， 运 行 图 兑 现 率 100％ ，
无论是运行图兑现率，还是准点
率，均远优于国家标准。

“码上行”是地铁速度的见
证，随着本月宁波轨道交通与腾
讯公司共同宣布在宁波地铁启用
腾讯乘车码，宁波成为华东地区
首个可在地铁使用腾讯乘车码的
城市，“二维码”乘车功能在宁波
全线铺开。

90分钟优惠换乘
“码上行”见证地铁速度

缤纷色彩汇聚各种地铁
及周边元素，拼成“文化”
Logo，动感活力的幸福舞
步、90 后地铁员工的青春
誓词、创意靓丽的首列文化
主题专列。9 月 6 日，一场
充满活力的开幕式，拉开了
2018 宁波轨道交通首届地
铁文化节暨第三届“地铁
行、文明行”系列主题活动
的序幕，“名城名都”从此
多了一个文化品牌。

美国思想家、文学家爱
默生说：文化开启了对美的
感知。首届地铁文化节用丰
富多彩的文化诠释了美好生
活。

开幕式上，宁波轨道交
通发布了首届文化节的 lo-
go。logo以时尚靓丽的颜色，
描绘出的是轨道运营“青春
正出发”，年轻、充满活力，有
着无限可能的气质；以“文
化”二字具象说明了文明感
化人心、人心凝聚力量，构成
了属于地铁文化的专属形象
符号，在纵横交错间绘制出
美好的生活蓝图。

开幕式虽简洁，内涵却

丰富多彩。首届地铁文化节，
将从9月开始持续到11月。不
同的活动，不同的主题，尽显
文化的百花齐放。在地铁，遇
见美好，青春正出发。

9月起至 11月，地铁文化
节将推出多个主题系列活动：
地铁定向赛，宁波首次将定向
赛引进地铁站，体验地铁版的
Amazing Race，让市民感受
到地铁出行带来的便利同时更
加了解地铁周边的风土人情；
地铁“艺术PA”，在鼓楼站设
置“阅读占领地铁”、“一人一
艺”艺术课堂、“趣味手工
坊”三个互动区域，享受赠阅
的乐趣，9 月的每周末还能体
验不一样的乐器和手工 DIY
教学 ；“感到幸福你就拍拍
手”广场舞大赛，从即日起就
开始在全城招募，丰厚奖金等
着大家；志愿者专项行动，将
志愿服务的“爱心大篷车”开
进沿线社区，用地铁人的专业
服务社区市民；“名主播·地
铁行”系列活动，宁波电视台
的主播们将走进宁波地铁，变
身宁波地铁工作人员，通过亲
身体验一线相关岗位，揭开不

为人知的地铁秘密；还有更多
精彩展演和线上活动陆续上
演。

“感谢宁波地铁，能让我
们这群爱跳舞的老家伙们在地
铁站这么有特色的地方表演，
作 为 宁 波 人 ， 实 在 太 幸 福
了。”西城社区的张阿姨说起
文化节的广场舞比赛，笑得合
不拢嘴。

艺术、挑战、公益这些主
流文化元素，将在地铁文化节
相互融合，全方位丰富市民文
化生活，让市民朋友充分享受
一场不一样的文化盛宴。

“ 今 天 ， 我 们 以 ‘ 美 好
在地铁’为主题，举办首届地
铁文化节，是想进一步向全市
广大市民乘客展示宁波轨道交
通准点、安全、舒适、绿色的
出行优势，让广大市民走进地
铁，感受轨道交通运营零距
离、零时限、零缺憾的优质服
务，宣传和引导广大市民树立
公交优先、文明礼让意识，为
我市创建‘公交都市’贡献自
己的力量。”宁波轨道交通工
程建设指挥部 （集团公司） 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杨蔚说。

美好，在地铁 幸福，在宁波

文化来源于人，也服务于
人。在宁波轨道交通，文化汇聚
人流，引导出行甚至生活方式，
在传承中得以延续。与首届地铁
文化节一起举行的，是第三届

“地铁行、文明行”活动。
宁波轨道交通在运营服务过

程中，紧扣“诚心、用心、贴
心、恒心”“四心”服务理念，
广泛开展“地铁行、文明行”系
列主题活动，受到中央文明委检
查组的肯定，集团公司被评为浙
江省文明单位。

地铁站问询，机场登机牌打
印，医疗救助，就业、旅游、婚

恋交友服务……走进地铁鼓楼站
长达 37 米的圆弧形志愿服务中
心，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会热
情洋溢地提供各类公益服务。而
这些只是宁波文明地铁的一个缩
影。

在宁波轨道交通运营之初，
部分市民对地铁比较陌生的，承
载着将“文明乘车”理念向市民

普及的责任，“地铁行、文明
行”应运而生。开行首列“文明
示范号”地铁专列、文明公约征
集、志愿者快闪等活动，不携带
违禁物品进站、乘坐扶梯站稳扶
好、车厢禁食、轻声细语等文明
乘车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认
可与遵守。

在 1 号 线 、 2 号 线 开 通 前

后，端午节、国庆节、国际志愿
者日、清明节、雷锋纪念日、元
旦、春节等重要节假日期间，宁
波轨道都会开展一系列专项行
动，积极推广文明乘地铁的理
念，越来越多市民加入到文明乘
车的行列中来。

1 号线还开展了“橙色关
爱”特色服务，孕妇乘客本人前

往 1号线任一车站客服中心登记
后可免费领取“关爱孕妈”徽章一
枚，将其佩戴在胸前，提高辨识
度。车站工作人员则主动开展为
孕妇乘客指引、提供座位、热水、
提拿行李、拨打 120电话等服务，
收到了多位乘客寄来的感谢信。

而随着“地铁行、文明行”
系列主题活动的深入推进，“传
文明声、倡文明风、建文明线、
展文明颜、树文明牌”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
参 与 和 一 致 认 可 。 在 活 动 和
6000 多名志愿者带动下，地铁
沿线涌现出了一批文明礼让、助

人为乐、弘扬美德的感人事迹，文
明之花正在宁波地铁孕育、绽放。

据悉，本次“地铁行、文明
行”活动将于 10 月举行，届时志
愿者们将走进宁波地铁，与乘客们
一起倡导文明乘坐地铁，创造良好
乘车环境；轨道交通志愿服务大篷
车还将开进沿线社区，用专业服务
社区市民。

“地铁文化节只是一个载体，
我们将通过文化的力量，让更多人
成为绿色交通、公共交通的参与者，
让更多人成为城市文明的践行者。”
宁波轨道交通运营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徐金平说。

文明出行 成为城市风景

直击宁波首届地铁文化节重点活动

■地铁定向赛

时间：9月22日
地点：1 号线、2 号线地铁站

及沿线
“美好出行”定向赛——感知

宁波美
9 月 22 日下午，很多市民穿

着白色 T 恤衫穿梭在甬城各大地
铁站，他们正在参加2018首届宁
波地铁文化节——“美好出行”
定向赛。

地铁定向赛是文化节的一大
“重头戏”，一上线就颇受欢迎，
共吸引了来自宁波、上海等地的
200 名选手参赛，年龄最小的 7
岁，最大的52岁。当天中午，宁
波版“跑男”在地铁鼓楼站正式
开跑。选手们在地铁沿线完成各
项指定任务，比如Cosplay、寻找
神秘人、指压板等，一个个都玩
嗨了。

随着 《跑男来了》 等节目的
热播，现在大家对城市定向赛并
不陌生，在年轻人中很有吸引
力。很多选手早早就来到了鼓楼

站，有的是全家总动员，有的是
情侣档，有的则是亲子档。参赛
选手需按照规定的线路寻找点
位，并完成点位任务，完成所有
任务且比赛用时最少的可以获得
赛事奖励。

地铁定向赛考验的是选手的
脑力、体力、创造力和团队创造能
力，本次比赛分为两条线路，除了
鼓楼站外，1号线和2号线一期各
设置了4个车站的赛点。

选手可以在比赛中感受城市
的活力，感知这个城市的文化，同
时体会绿色出行的意义。

“非常有意思，这个活动能让
我们把很多景点熟悉起来，又能
让我们了解宁波的文化，地铁这
个线路设计的还蛮有风格的。特
别是对外地人来说吧，只通过乘
地铁，就可以很好了解宁波这个
城市，感受到宁波这个城市的魅
力。地铁是绿色、环保，非常高
效的一种出行方式。”

■地铁“艺术PA”

时间：9月每周末

地点：地铁鼓楼站甬城惠客
厅

地铁“艺术PA”由“阅读占
领地铁”、音乐艺术课堂、“趣味
手工坊”三个主体组成。“阅读占
领地铁”可以享受赠阅的乐趣，
音乐艺术课堂、趣味手工坊每周
末都会推出不一样的乐器和手工
DIY教学。

艺术PA一经推出成为了亲子
互动的最佳选择地，不少家长带
着孩子一起报名参加。家长们反
映平常双休也不知道带孩子去哪
里，地铁艺术 PA 解决了这个烦
恼，不一样的手工课堂和乐器教
学非常新鲜，每周都能和孩子一
起充实而又快乐地度过。

■“感到幸福你就拍
拍手”广场舞大赛

海选赛：9月24日-10月15日
决赛：11月
地点：宁波地铁站
9月24日、28日，“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手”广场舞海选赛在鼓

楼站和中河路站拉开帷幕。广场
舞，不仅是市民喜闻乐见的舞蹈
形式，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业余生
活的健康方式。

现场11支舞队风格多样、编
排创意迭出，让现场观众大饱眼
福。活力四射的舞蹈让现场高潮
迭起，铿锵的旋律、优美的舞姿
将舞台围得水泄不通。无论是民
族舞、古典舞，还是活力啦啦
操，选手的活力已经深深感染了
在场的观众。

海选还在陆续进行，届时还
将轨道交通运营分公司还将邀请
大家选出心目中最棒的舞蹈，送
阿姨们C位出道。

■“名主播·地铁
行”系列活动

时间：9月-10月
宁波电视台的主播们将走进

宁波地铁，变身宁波地铁工作人
员，通过亲身体验一线相关岗
位，揭开不为人知的地铁秘密，
通过名主播的影响力，进一步激
发市民了解地铁、宣传绿色出行

的热情。

■文化展演

时间：9月-11月
地点：宁波地铁站
此外，宁波地铁还为乘客朋

友准备了众多不同风味的文化盛
宴，“小天使音乐会”“与鲜花约
会”“宁波市交响乐管乐表演”等
多项活动将在此间陆续上演。

更多资讯，更多福利，请关
注微信号“宁波轨道交通运营公
司”。

地铁文化节以“美好，在地铁”为主题，全面展现地
铁文明风采

2018“美好出行”宁波地铁定向赛

▲广场舞展演，选手们的活力深深感染了在场观众

◀宣传海报——90后正当时

▼迎着改革开放40周年的春风，宁波地铁4年的运营，宁波轨道交通举行首届地铁文化节

地铁文化节开幕式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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