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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幸，与共和国一起走进新的
时代；我们有幸，与这 40 年结伴同
行；我们有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
证者、参与者和受惠者。

40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北京
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
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
开放”的伟大决策，如春风,似号角，吹开
迷雾，唤醒大地。一次次思想解放，一代
代接力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发展才是硬道理”“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一
句句朴实无华的话语，激荡起振聋发聩
的历史回响。

位于祖国东海岸的“海定波宁之
港”，一样欣逢“鹰飞鱼跃之时”。一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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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犹如钥匙，能够打开记
忆之门。沈一鸣先生拍摄的照片

《送煤球的女店员》，就是这样一把
神奇钥匙。

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刚上初
中，弟弟还是仓基街小学的一名小
学生。我们两兄弟读书之外承担了
两样家务活：抬水、买煤饼。

在没有煤气灶的年代，家家户
户都少不了一样家什——煤炉。当
时宁波城里厢遍布煤球店，距离我
家最近的那家煤球店步行得用20分
钟。一箱煤饼三五十斤，压在两个
十来岁孩子肩头，着实也有点分
量。后来我俩动手造了一辆“运煤
车”，其实就是一块木板加四个轴
承。弟弟像个纤夫在前头拉，我弯
腰曲背扶着煤饼箱在后边推。轴承
车行进在坑洼不平的马路上，“沙
啦啦沙啦啦”，噪声刺耳。好在那
会儿这种“运煤车”比比皆是，路
人侧目但并不恼怒。偶尔我们也帮
父母生炉子，那就苦不堪言了，烟
熏火燎总是伴随着涕泪交加。

我家所住的解放南路16号，是
幢钢筋水泥建筑，当时人们管那类
住宅叫“新房子”。家门口放了口
七石缸，用来储存饮用水。上世纪
70年代末，自来水尚未进入寻常百
姓家，我们必须去离家不远的一个
自来水供应站买水，价格似乎是 2
分一担。说是供水站，其实就是一
位大爷守着一个水龙头。为避免放
水时水花四溅，水龙头还套上了一
截自行车内胎。供水站收工时，大
爷照例会用一只水果铁罐头，把水
龙头锁住。

【【昨日芳华昨日芳华】】

左图：上世纪80年代末，宁波老外滩及轮船码头。
（潘行正 摄)

上图：上世纪 80 年代，宁波轮船码头 （现宁波美术馆位
置）。当时宁波人去上海和舟山定海、沈家门、岱山等地均从这
里起航。另外，渔船所需的冰块和捕获的零散渔货，也多在这里
中转。 （水贵仙 摄）

【【港城气象港城气象】】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部、省

级重大项目纷纷落户宁波，我市聚集了一批石
化、电力和港口建设为代表的大型工业企业。作
为一名镇海人，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为宁波大工
业的发展历史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图片资料。”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镇海区文化馆原
馆长李浙东

“连接三江六岸，贯通五湖四海。桥，在港
城宁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作为上海铁路局
宁波车务段员工，我对桥梁更有一种特殊的感
情。”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许平

“2009 年 6 月 26 日，宁波轨道交通 1 号线开
工建设，2014 年 5 月 30 日，1 号线一期正式通
车；2015 年 9 月 26 日，2 号线投入试运行，3 号
线、4 号线开工……这是宁波人民继‘大港梦’

‘大桥梦’之后实现的又一个美梦。”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宁波市摄影家协

会原副主席张汉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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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左图：1996年，宁波天一广场开发建设前那片星罗棋布的居民区和老街古巷。
上右图：2018年，天一广场新貌。它是我市首个超大型城市中心商业广场。 (周建平 摄)

【【游子情怀游子情怀】】
改革开放进程中，宁波有一块烫金招

牌，特别招人羡慕，那就是“宁波帮”。
1984年 8月 1日，邓小平同志发出“把

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的号召。一石激起千层浪，大批“宁波帮”
人士以各种途径和方式为家乡建设牵线搭
桥、出资出力。如今漫步宁波街头，宁波大
学、逸夫剧院、东恩中学、亲恩老年乐
园、爱菊艺校、闻裕顺幼儿园、四眼碶小
学……随处可见包玉刚、邵逸夫、王宽诚、
沈炳麟、孔爱菊、闻裕顺、陈廷骅等海外游
子留下的爱乡印记。

2004 年冬，我应邀随海曙区政府代表
团赴香港，面对面采访陈绍华、范思舜、孔爱
菊、顾国华、吴剑鸣、孙文英、叶泰海等“宁波
老乡”。回来后，代表团成员共同撰写了《乡情
结——“宁波帮帮海曙”纪实》一书。

14 年过去，那次香港之行获取的许多
鲜为人知的细节记忆犹新——

时任泰昌祥轮船 （香港） 集团主席的顾
国华和弟弟顾国和，在家乡捐资建造了北仑
宗瑞医院、宁波大学宗瑞航海楼、宁波市达
敏学校等公益项目。顾国华先生还透露了一
个鲜为人知的身份：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
政长官董建华的舅舅；

1928年6月出生于宁波月湖旁的香港宝
通华行有限公司老板陈绍华，先后捐款
1000 多万元用于宁波广济中心小学、海曙
区南门医院、金珊莲骨科医院等设施建设。
那天采访结束后，陈先生拄着拐杖执意带我
们来到坐落在维多利亚港湾的一家会所用
餐，浓浓乡情令人难忘；

人们大多知道吴剑鸣外国语学校由“爱
乡楷模”吴剑鸣女士出资建造，其实吴女士
还在老家鄞州石碶助建了田莘耕中学。学校
为啥取名“田莘耕”？据吴剑鸣披露，是为
了纪念她的一位外国同学。这位中文名叫田
莘耕的西班牙人，早年与吴剑鸣、李坤夫妇
同在一所教会学校念书，后英年早逝；

以“孙文英小学”为家乡人民所熟知的
孙文英女士，28 岁时已是 7 个孩子的母亲。
当年她一边养孩子一边做生意，把小小一爿
钢琴店打造成众多连锁店……开拓、务实、
诚信、精明的“宁波帮”精神，在这位宁波
女子身上显露无遗。

下图：1998年11月14日，由香港“明日更
好”基金发起的为内地贫困地区白内障患者
免费进行复明手术的“健康快车”开进余姚，
开诊仪式在马渚举行。 （严龙 摄）

【【都市温度都市温度】】
什么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它不仅仅是指创业创

新的热情、多元共存的包容，还应该是“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换成
现在语言，它指的是城市文明的软实力。

改革开放 40 年，四明大地涌现出无数暖心故
事：从救助罗南英到万人助学，从匿名捐款人“顺
其自然”到无偿捐肝者林萍……当时宁波晚报摄影
记者龚国荣则用镜头记录下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在宁
波的求学历程。

“1996年 4月 30日，我无意中听人说起，在宁

波胜丰村周家边，有个来宁波打工的江西人办了所
‘学校’，收了十多个‘破烂王’的孩子在里面读
书。”龚国荣穿过长满野草的小路，终于在铁路边
找到这所江波小学。这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破房
子，低矮潮湿，异味刺鼻，墙壁黑乎乎的，唯一的
光源来自屋顶一扇小小的天窗。“两年前，这里还
是养猪的猪圈。”龚国荣含着泪按下相机快门，定
格了12个衣衫褴褛孩子的上课场面 （图①）。

破败的教室、琅琅的书声、孩子清澈的眼神，
在龚国荣脑海里反复回放。1996 年 5 月 3 日，《宁
波晚报》 在头版刊登了一组图片报道 《我要读书
——甬城出现一家外来民工自办学校》。报道激起
强烈社会反响，这所没办理任何手续，也不具备办
学条件的“非法学校”的命运，更是引起种种猜
测。

宁波市政府部门择善而从，事后出台多项政策
扶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随着新政的实施，越
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宁波本地居民的孩子
一起，携手迈进本地最好的学校。

根据宁波市教育局 2018 年 4 月公布的统计数
据，2017 年，全市接收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27.32万人，其中在义务段公办学校就读的22.61万
人，公办学校接纳比例达82.76%。

……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20天前，“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推选活动揭晓，宁波位列十强排行榜第
二。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宁波在改革开放进程中
的努力和成效。

每一次回望都是为了再次出发。未来已来，宁
波定当和更好的自己相遇。

【【旧貌新颜旧貌新颜】】

宁波老外滩时常被人们与杭州西湖天地、上海新天地相提并论。图为老外滩酒吧一
条街。 （应加能 摄）

左图：1983 年，苍水街，送煤
饼的女店员。煤饼是当时百姓生活
必需品。

（沈一鸣 摄）

上左图：2000年，咸塘街，简陋的街头电话亭。 （沈一鸣 摄）
上右图：2008年，鄞州万达广场街头，市民欢度“北京奥运之夜”。

（王勇 摄）

1987年，慈溪“厂模”。女子烫发，是该时期的一大风尚。 （俞丹桦 摄）

1989年包玉刚夫妇回庄市参加父亲铜像落成典礼后，在当年新
婚的床前留影（右为时任宁波市市长耿典华）。 （李浙东 摄）

2009年10月22日，宁波帮博物馆建成开馆。香港著名实业家、慈善
家李达三先生参观展览。李先生祖籍鄞县。 （龚国荣 摄）

1991年4月，邵逸夫先生第三次回故乡——镇海庄市邵家。
（李浙东 摄）

图①：1982 年，镇海
港煤码头。1978 年 12 月，
镇海港第一个码头落成。

（李浙东 摄）
图②：2007 年，宁波

港北仑港区。宁波舟山港
全年货物吞吐量目前位居
世界第一。

（李浙东 摄）
图③：2016 年，吉利

汽车生产线。
（水贵仙 摄）

图④：雄伟的杭州湾
跨海大桥，夜晚犹如长龙
卧波，展露出迷人身姿。

（许平 摄）
图⑤：2014 年 9 月 14

日，潜龙社区组织金婚老
人乘坐开通不久的地铁。

（张汉楚 摄）③③

位于宁波市三江
口江北岸的老外滩，
唐代即为中国四大港
口之一。1842 年 《南
京条约》 后宁波列为
五口通商口岸，不久
外滩便成为英、法、
美三国侨民的居留区
域。近代，“宁波帮”
也是从这里出发，纵
横捭阖，“商行天下”。

2005 年，投资六
亿元的宁波老外滩重
新开埠，一批中西风
格的旧建筑被赋予商
业经营功能，老外滩
集 餐 饮 、 购 物 、 演
艺、休闲于一体，成
为时尚的历史文化街
区。

与老外滩一江之
隔的天一广场，是新
世纪宁波打造的第一
座中央商务区，地块
总拆迁面积23.56万平
方米。天一广场是宁
波最热闹的“城市客
厅”。

位于宁波南部商务区的宁波商会国贸中心于2011年1月11日落成，主楼高228米，曾
以宁波第一高楼而雄踞甬城高层建筑之首。 （陈顺意2017年9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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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2002年9月1日，江波小学
并入宁波市翠柏小学。图为 20 多个
孩子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跟着刘
兆雪老师朗诵。 （龚国荣 摄）

图③：2009 年 6 月 16 日下午，
林萍与恰逢 8 周岁生日的徐洁在上
海浦东幸福相拥。这是林萍 42天前
将自身 48%的肝脏捐献给徐洁后的
两人首次见面。 （严龙 摄）

图④：2010 年 12 月 8 日，甘肃
省陇西县宏伟乡的“宁波市民爱心
桥”正式通车，在该乡支教的 26岁
宁波姑娘严意娜终于圆了她的“甘
肃造桥梦”。 （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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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高楼拔地而起，一艘艘巨轮鸣笛远航，
一位位游子报效桑梓，一个个家庭拥抱和
美……宁波，踩着新时代的鼓点，连续五
届获得中国城市最高荣誉——“全国文明
城市”称号。

与共和国相伴跋涉的人们啊，用什么
来纪念改革大潮的引航人，纪念不甘沉浮
的弄潮儿，纪念这刻骨铭心的40年？如
此有限的文字和图像，又如何能够表达
13 亿人在整整 40 年里经历和创造的一
切，从物质到精神，从心灵世界到宇宙空
间？

天翻地覆，我们撷取一抔土；万紫千
红，我们摘下一瓣绿。唯愿您手上的这辑
专刊,能够化作言志抒怀的一腔心曲，中
华奋进复兴大合唱里的一粒音符……

庆祝改革开放 周年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