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轨道交通 5号线一期兴庄路站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根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等
有关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 《关于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兴
庄路站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镇政发 〔2018〕 37号），决定
征收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兴庄路站工程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
的房屋。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为：东至工程涉及范围，南至工程涉及范
围，西至兆龙路，北至河道。本项目涉及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2105平方米，其中住宅约 1718平方米、非住宅约 387平方米；
涉及总户数16户 （家），其中住宅14户、非住宅2家。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镇海区房屋征收办公室，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房屋拆迁事务所。

三、本项目签约期限为 30 日，搬迁期限为签约期限届满
之日后30日。具体起止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四、本公告期限为 1日，轨道交通 5号线一期兴庄路站工
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生效。

五、轨道交通 5号线一期兴庄路站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补偿
方案可见镇海区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zh.gov.cn） 或者
征收项目现场公告。

被征收人对本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公告期
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自征收决定公告期限届满起六个月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8日

关于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兴庄路站
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因庄市街道工业 A 区改造工程地块项目建设需要，根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等
有关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关于庄市街道工业A区改造
工程地块项目房屋征收决定》（镇政发 〔2018〕 38号），决定征
收庄市街道工业A区改造工程地块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
屋。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为：东至工一路，南至联盟路，西至东海明
珠，北至兆龙路。本项目涉及房屋建筑面积约 21000 平方米，
非住宅3家。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镇海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房屋拆迁事务
所。

三、本征收项目签约搬迁期限为 90 日，具体起止日期由
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四、本公告期限为 1日，庄市街道工业 A区改造工程地块
项目房屋征收决定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生效。

五、庄市街道工业A区改造工程地块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
案可见镇海区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zh.gov.cn） 或者征
收项目现场公告。

被征收人对本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公告期
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自征收决定公告期限届满起六个月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8日

关于庄市街道工业A区改造工程
地块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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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郑轲） 昨日，宁波市第二医院举
行建院 175 周年纪念活动。值此
纪念日，宁波市第二医院第一名
称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
宁波华美医院”（第二名称“宁
波市第二医院”继续沿用），成
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直属附属医
院。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受邀参
加专题研讨会与医疗人文高峰论
坛。

在 175 年的发展历程中，宁
波市第二医院数次更名。

1843 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
玛高温开办诊所，命名“浸礼医
局”；第二任院长白保罗将诊所
迁至百米外的姚江畔，增设男女
病房，更名为“大美浸礼会医
院”。

医院在第三任院长兰雅谷任
上得到了极大发展，兰院长也以
其敬业献身精神在甬城树立了极
大 威 望 ， 以 致 在 其 六 十 大 寿

（1920 年） 时，宁波的士绅百姓
自发为其祝寿。兰院长将寿宴上
收到的 500 份贺礼全部捐赠给医

院，用于购买医疗设备以及院区
扩建。医院由此更名为华美医院

（Hwa Mei Hospital），寓中美
合作之意。

华美医院曾附设护校，医院
与护校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医
生、护士，成为省内外各大医疗
机构的骨干力量。1954 年，更名
为宁波市第二医院后，医院继续
为宁波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
贡献，多个科室成建制迁出组建
市妇儿医院、市李惠利医院。

今年 8 月 10 日，宁波市人民

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签署医学
合作协议，双方联手打造国际一
流医院和生命健康产业研究院。
宁波市第二医院也由此成为中国
科学院大学直属附属医院。近
日，上级部门正式下文，宁波市
第二医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
学宁波华美医院”。

昨天的纪念活动，还邀请到
了老华美医院妇产科创始人斯坦
纳德医生的儿子施恩惠和女儿玛
瑞安·海德儿，并为他们颁发特
殊贡献奖。

宁波二院第一名称更名为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记 者 陈 敏
通讯员 郑 轲

昨日，在宁波市第二医院建
院 175 周年纪念活动上，有一对
来自美国的兄妹尤其引人注目，
他们是老华美医院妇产科创始人
斯坦纳德医生的儿子和女儿。

这对兄妹俩，哥哥名叫施恩
惠 （Raymond Edward Stan-
nard Jr），出生于 1931 年；妹妹
名 叫 玛 瑞 安 · 海 德 儿 （Marian
Heidel），出生于1936年。再一次
回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华美医
院，看着自己无数次午夜梦回的
出生地，白发苍苍的哥哥感慨万
千：“怎么忘得了，宁波可是我
第一个家。”妹妹玛瑞安则笑着
说，虽然自己出生 6 个多月就离
开了宁波，但此后曾多次回来
探望，也许因为是出生地，一
回到宁波，“我能找到了回家的感
觉”。

1930 年，兄妹俩的父亲斯坦
纳德医生举家来到中国，在宁波
华美医院工作时期创建了妇产
科，后又前往绍兴基督医院 （绍
兴二院） 主持工作直至 1948年回
美国。

兄妹俩先后在宁波出生。施
恩惠回忆说，自己学会的第一语
言是中文，父母亲曾说，他小时
候说中文比说英文还溜，甚至还
学会了不少宁波方言，直到现在
还能说几句简单的宁波话。他至
今还保留着一张老照片，那是他
在宁波上幼儿园时拍的，穿着中

式的衣服，戴着中式的帽子，他
一直很珍惜。尽管离开宁波时还
小，但记忆中，施恩惠还记得宁
波的浮桥、鼓楼、城墙……

在中国的这段经历，让玛瑞
安一家对宁波有了一种特别的情
愫。玛瑞安说，父亲总是回忆起
在宁波、绍兴工作的经历。1982
年，兄妹俩陪着父亲再次回到宁
波，父亲刚好临近 80岁。有朋自
远方来，昔日的老朋友们热情相

待 ，“ 父 亲 生 日 蛋 糕 就 吃 了 5
个”。哥哥施恩惠长大后，很长一
段时间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在记
者生涯中结交了无数的中国朋友。

虽然身在美国，但施恩惠与
玛瑞安对自己的出生地宁波，对
父亲工作过的华美医院有着深厚
的感情，他们和医院保持着密切
联系，医院的每一个进步，都让
他们开心不已。兄妹俩告诉记
者，他们曾多次回到宁波，因为

这里有他们儿时的记忆，有他们
家的感觉，还有很多老朋友。

“每一次来宁波，都能感觉到
宁波的巨大变化。”兄妹俩站在酒
店 39层高的咖啡厅，看着楼下宁
波现代化的高楼、美丽的三江六
岸，不约而同地唱起了 《小兔子
乖乖》《小老鼠偷油吃》。兄妹俩
一边唱，一边亲切地注视着彼
此，仿佛回到了在华美医院的那
段孩提岁月。

“宁波可是我第一个家”
——一对美国兄妹的宁波情

记者 张璐 张枫

“希望你们能帮我找到那个
女医生，她的细心、专心、爱
心，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昨日早上，一名叫胡兴华的绍
兴网友情真意切地求助中国宁波
网民生 e点通，帮他寻找一位在高
铁上主动对他施救的宁波女医生。

11 月 1 日下午 4 点 22 分，胡
先生乘坐高铁 G7664 从合肥南站
返回绍兴，上车没多久，他就感
觉头晕恶心想吐，甚至站立都有
些困难。车子过南京站后，他的
情况越发不好，浑身冷汗，手脚
冰凉，情绪焦躁。列车员看到
后，当即通过广播寻找医生。

很快，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和
列车长一起过来了。在询问了胡
先生的状况后，女医生检查了他
的脉搏和体温，接着就坐在他身
边，一路细心看护与照顾。为宽
慰胡先生，列车员告诉他这位医
生来自宁波鄞州人民医院，并会
一直陪他到绍兴。

胡先生说，女医生途中打电

话给一位老中医，远程求教如何
在无药物条件下处理他的状况，
又让列车长找来了止疼膏，贴在
他的虎口和肚脐，并在他的耳后和
太阳穴擦上了清凉油。而最让胡先
生感动的是，在漫长的旅途中，这
位女医生年幼的孩子几次来电，可
她总是对孩子说：“车上有位叔叔
病了，更需要陪护。”

“这位医生有条不紊地处理和
细心妥帖的守护，极大地舒缓了
我的病情和紧张情绪，让我能平
安回到绍兴。”

据悉，胡先生目前还在康复
中。他反复表示，一定要帮他找
到这位女医生，他要在痊愈后专
程到宁波向她当面致谢。

这 位 美 丽 善 良 的 女 医 生 是
谁？记者昨日几次联系鄞州人民
医院，但截至发稿时仍无确切信
息。读者朋友，您如有相关信
息，请@宁波民生 e 点通或致电
81850000。

发现身边文明或不文明，请
您通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

通

“请帮忙寻找在高铁上
救我的宁波女医生”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员
李旭煌 徐静） 前日，海曙高桥镇
长乐社区桂花苑小区居民发现，一
辆挖掘机开进了荒草丛生多年的小
区北侧绿化带进行作业修整。“我
们物业收费标准刚刚提高了，高桥
镇还给了我们一笔补贴，所以小区
开始提升绿化水平。”小区业委会
主任王永生说，这片屋后僻静的绿

地还将整出一条休闲步道，方便居
民散步聊天。

桂花苑是一个老旧、无电梯、
只有 91 户居民的小区，之前物业
费为 0.20 元/月平方米，仅勉强维
持日常人员的基本工资开销。诸如
桂花苑这样的老小区，高桥镇有 8
个，普遍存在公共设施老旧破损、
物业费低、物业公司亏损、管理跟

不上等问题。随着用工成本的上
涨，不少物业公司经营艰难，时有

“逃走”现象发生。如何“治疗”
这一城市管理中的“重症”？海曙
区高桥镇开出了一帖“药方”：鼓
励老小区业主自愿提高物业费收费
标准，政府给予相应的奖励费用，
提高物业管理水平和服务。

高桥镇分管干部姚存通说，八
方锦苑小区、桂花苑小区的业主先
后主动要求提高物业费的想法，与
镇政府决策不谋而合。为鼓励老小
区业主自愿提高物业费收费标准，
保障改善老旧小区环境和居住条
件，该镇于 10 月拟定了 《高桥镇

老旧住宅小区环境整治物业工作考
核方案》。考核内容主要有两个：一
是对业委会、业主提高物业费收费
标准的给予奖励；二是对物业综合
管理按户数和考核分给予奖励。奖
励补助费由镇政府“以奖代补”，列
入小区公共设施专项维修基金账
户，作为小区维修费的补充。

据介绍，物业费提高部分的补
助标准是，若这个小区提高了 0.4
元/月平方米，政府就奖励 0.4 元/
月平方米；综合管理奖励是按户数
计算每个小区每年奖励 1 万元至 2
万元，并按100分制考核，从90分
到70分按成绩不同给予相应奖励。

住户提高物业费 政府奖励补贴费
海曙高桥镇破解老小区管理难题有妙招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冷空气杀到，带来绵绵
秋雨，气温一路走低。秋天的萧
瑟之感油然而生。

随着冷空气主体到达，昨天
下午起甬城雨水暂歇。今天甬城
迎来晴好天气，但气温将继续走
低。根据预报，今明两天最低气
温在 9℃上下，将迎来今年入秋
以来最冷的早晨。随着暖湿气流
的增强，明天甬城又将迎来一次
降雨过程。

昨天立冬，万物收藏。立冬

一过，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即将
结冰，各地农民也将陆续转入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等其他冬
季农事活动中。虽到立冬，但气
象意义上的冬天尚未到来，气象
上的入冬标准为平均气温稳定低
于 10℃，所以人体感觉也还处在
深秋时节。

根据预报，今天晴到多云，
10日到12日上午、14日前后、16
日到 17日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
多云或阴。我市近期最高气温
18℃至 22℃，11日起最低气温升
至14℃至 16℃。

气 象 部 门 提 醒 ， 近 期 我 市
阴雨天气频繁，气温较低，市
民出行需添衣保暖，并注意行
车安全。

甬城迎今秋最冷早晨
今明两天最低气温仅9℃

周 江 岸 社 区 有 个 迷 你
“81890”，居民只要拨一个电话，
什么管道堵了、门锁坏了、家电
失灵了等身边琐碎的小事就能迎
刃而解，笔者禁不住为这个社区
叫好，并好生羡慕。

这些小事居民家庭难免会碰
到，让人烦心，尤其是老小区的
退休老人，家里的物件旧了，很
容易出问题，虽然可以求助各种
修理店，但一怕贵二怕宰，有的
光是上门费就 60元起步，小问题
一时不解决还会导致大问题。周
江岸社区这样来自身边的贴心服
务让居民十分暖心。海曙区南门
街道丽都名邸小区一位 16年如一
日为居民修修补补的物业维修工

要退休，让居民们“炸了锅”，纷
纷留言挽留他，也从侧面证明了
这一点。

有道是“高手在民间”，越是
老小区越会隐藏着各种“高手”，
而这些人也愿意显露一手，他们
有大把的时间，并乐意服务他
人，在帮助他人中收获快乐。现
代科技的发展，为迷你“81890”
增添了翅膀。希望社区工作者做
更细的工作，不断扩大志愿者队
伍，在服务小区居民的基础上，
对小区内低保户、残疾人等弱势
人 群 给 予 更 多 关 爱 ， 让 迷 你

“81890”更迷人。
如果这样的迷你“81890”能

在更多的小区出现，像一股春风
在甬城的小区里流淌，充溢着满
满的正能量，居民的满足感、幸
福感一定会更强，小区里一定会
花更红，阳光更明媚。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好一个迷你“81890”

兄妹俩俯瞰自己的出生地宁波姚江畔，感慨万千。 （崔引 摄）

李 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