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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苏钧天） 一架 1908 年出品的管风
琴漂洋过海到宁波，这是宁波首架
管风琴；一曲以《宁波》命名的管
风琴独奏新作更让世界听到宁波。
孩提起练习管风琴，在奥伯林音乐
学院、圣母大学、杜克大学获得管
风琴演奏和音乐史的本科和研究生
学位，贾斯汀这位宁诺在读博士、
管风琴演奏家一直梦想着给生活了
10 年 的 宁 波 带 来 管 风 琴 美 妙 乐
声，更想通过它让世界听到宁波城
的美。如今，这些愿望实现了：本
周日，他将在天一广场附近举办管
风琴独奏会。

去年 3月，宁波的一家机构有
意引进一架管风琴。贾斯汀立即寻
觅，相中美国朴次茅斯市的一架
待 售 管 风 琴 ， 由 欣 纳 斯 公 司 于
1908 年建造。担心古董琴要价不
菲，结果却大出他所料：因教堂
扩建，没有合适位置安放，对方
打算无偿赠予。他马上落实管风
琴的拆卸和运输，邀请了管风琴
建造专家哈伯特·古柏来重建。
管风琴非常高大，仅音管就有 800
多根，还有琴键、踏板、风力系
统，其间还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机械
连接，将之形容为“建筑”毫不为
过。在“竖立”管风琴时，还需修
理在运输中损坏的部件，调节音
色、音量和音调，还要让管风琴适
应新的声学空间。

海运过程中，一根音管遗失，
就自己动手造一根；有 45 根音管
被压扁，把一根根音管贴在实心不
锈钢管上，轻轻敲击外部，使管体
恢复成圆柱状；新建一些管道，使
风从风箱和储气室传到管风琴后面
的几个大音管中；替换掉损坏的皮
革零件……整整 22 个日夜，贾斯
汀、哈伯特·古柏及志愿团队从每
天晚上 7点开始工作，一直到第二

天凌晨。去年 10 月 28 日，这架琴
被命名为欣纳斯，高 4 米、宽 5
米、深 3.5 米的管风琴终于“站”
了起来，发出了优雅的乐声。

管风琴圈内有个有趣的惯例，
在新管风琴的落成音乐会上，管风
琴家得邀请自己的老师演奏一曲新
作，表达对前辈的尊重。作一首怎
样的独奏新曲体现宁波城的美？贾
斯汀在几轮沟通后，选择了荷兰知
名作曲家亚当·华姆斯来创作这首

新曲。亚当所处的荷兰河道和水道
阡陌纵横，恰如宁波。亚当取意宁
静的波涛 （Peaceful waves），以

《宁波》 为作品名。东方文化和西
方文化在管风琴这一古老乐器中相
遇，这让贾斯汀在圣母大学的老师
克雷格·克莱默欣然应邀来首演。

这首新曲传到了欧洲、北美洲
和亚洲，仅仅一个月，《宁波》 已
销售 30 件。在管风琴圈内，若一
个曲子在 10 年内能卖出 15 件，就

是成功。贾斯汀近期将在互联网上
发布这首乐曲的视频。

贾斯汀在效实中学英语教学期
间因贡献突出获得宁波市“茶花
奖”。他热爱音乐，跨年之际，他
已举办多场管风琴音乐会。1 月 6
日，他将在天一广场附近举办管
风琴音乐会，除了巴赫、舒曼等
名曲外，还有现居宁波的美国作
曲家克里斯托弗·伯特近期创作
的管风琴独奏曲。

宁诺在读博士、管风琴演奏家贾斯汀牵线

百余岁管风琴漂洋过海落户宁波
管风琴独奏新曲《宁波》问世，让世界听到宁波城的美

贾斯汀在组装管风琴内部的机械系统。 （蒋炜宁 苏钧天 摄）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沈晨舒 石新雨）“从报纸上看到
这对母女需要帮助，但我不会扫微
信二维码，你们能帮我捐一下款
吗？”昨天上午，海曙区望春街道
徐家漕社区 69 岁的残疾老人包嘉
俊戴着助听器，一手拿着报纸，一
手拿着装有 3000 元现金的红包，

希望捐助急需帮助的母女。当了解
到捐款活动已经结束后，他又执意
将捐款留给需要帮助的人，让社工
深受感动，社区为此搭建慈善公益
基金平台，助其圆梦。

原来，包师傅昨天一早读了
《宁波晚报》 上刊登的题为 《7 岁
女孩的新年心愿：妈妈，把我卖掉
吧！》报道后，深感同情。“新闻中，
这位单亲家庭的母亲患病卧床，无
钱医治，懂事的女儿向社会发起求
助。”包师傅表示，孩子那份孝心让
他很感动，他决心帮助她们。

报纸右下角的链接处有捐款的
二维码，但是包师傅不懂怎么操
作，于是他干脆取来 3000 元包成
红包，直接交到了社区。

社工扫描二维码，发现在不到
半天的时间里，困难母女已经筹
足善款。社工随即拨通 《宁波晚
报》 的电话，了解到捐款活动已
经结束。

得知消息，包师傅眼角闪过一
丝遗憾，不过他的目光很快又闪亮
起来，他把钱塞到社工手里，说：“太
好了，母女俩的困难总算可以缓解

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一定还有
其他人需要帮助，请帮我转交。”

包师傅是因糖尿病等老年病并
发症导致听力丧失，有人提醒他：

“您的生活并不宽裕，钱还是自己
留 着 吧 。”“ 不 要 紧 的 ， 我 够 吃
用。”包师傅说，作为一名残疾
人，平时他在社区得到很多志愿者
的关心和帮助，心存感激。作为感
恩，他也想为社会做点奉献。“社
会上还有很多人急需帮助，希望这
些钱能帮助他们，这也是我的新年
心愿。”包师傅说。

包师傅态度坚决，让社工深受
感动。徐家漕社区党委书记李雪君
说，包师傅生活本就不易，却想着
用省吃俭用的钱去帮助比自己更困
难的人，这份爱心难能可贵。为助
包师傅圆梦，社区积极搭建平台，
决定将以此作为社区慈善公益基金
的一部分，专项用于扶贫帮困等慈
善事业。

残障人士新年一心帮困
社区搭建平台助其圆梦

本报讯（钟海雄 仇龙杰 傅
钟中） 去年 11 月，本报曝光了宁
波大学门口、宁大地铁站周边的乱
象。这个问题不是个别现象。昨
天，记者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东门看到，这里有不少无牌无
证三轮车在排队揽客。

去年11月7日，本报曝光了北
高教园区宁波大学门口、宁大地铁
站周边的乱象。报道刊发后，引起
各方极大关注。11 月 12 日，市综
治办牵头召开了宁波大学校园周边
综合整治工作督查会，明确宁波大
学校园周边管理工作由江北区负
责，镇海区配合，市级相关部门加
强工作协调和业务指导。经过各部
门 的 努 力 ， 宁 波 大 学 门 口 终 于

“靓”了起来。
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记者先后

两次对宁波大学门口及周边环境进
行回访，发现宁波大学门口一直保
持干净整洁，未见乱象回潮。

但在欣喜之外，有网友向记者
反映，北高教园区浙江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东门同样存在无牌无证
三轮车违法运营的乱象。

2018 年 12 月 7 日中午放学时
分，记者在浙江纺院东门看到，门
口排有 20 多辆无牌无证三轮车，
仅仅7分钟，就有23辆载着放学的
学生驶离，而之前送客归来的三轮
车则继续补位“接客”。乘坐这些
无牌无证三轮车的基本为学院里的
学生。几名学生告诉记者，他们准
备去宁大步行街吃午饭。“下雨天

不方便，鞋子都湿了。四个人一辆
车才10元，挺划得来。”

记者还看到，有不少三轮车在
中官西路上逆向行驶，有的在马路
中间肆意穿行、掉头，更有甚者完
全无视交通信号灯，随意闯禁。

昨日，记者再次前往浙江纺院
东门。16 点 30 分，记者看到，校
门口的无牌无证三轮车与上次相比

少了很多，但是依然有 5辆车在排
队揽客。

除了无牌无证三轮车外，记者
还在北高教园区发现了其他一些问
题。

在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北门的宁
大步行街附近，经常聚集着流动摊
贩。摊贩告诉记者，中午和晚上饭
点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到这里买吃
的。购买者大部分是学校的学生，
也有一些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走进
宁大步行街，里面的环境较为脏
乱。记者看到，有不少人吃完东西
后，将纸巾、竹签、纸碗随意丢在
地上。除了垃圾之外，地上还能看
到油污和水渍。

“靓起来的不应该仅仅是宁波
大学门口，应该将宁波北高教园区
打造成为宁波的靓丽名片。”网友
们希望，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大对北
高教园区乱象的整治力度，也希望
学生们能爱护自己校园周边的环
境，文明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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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院东门无牌无证三轮车排队揽客
网友呼吁：需要靓起来的不仅仅是宁大门口

学生乘坐无牌无证三轮车出行。 （仇龙杰 摄）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家
住北仑华山小区的董先生两年
前买了车，想今年元旦后为车
子申领免检机动车检验合格标
志。昨天上午，他发现华山路
上的人保财险网点贴出告示，
说可以办理。“这业务不是在
车管所才能办理吗？”董先生
将信将疑，回家取材料到网点
一试，居然办成了。

当天，由市公安局交警局
与宁波人保共建的“警保联
动”车驾管社会服务站在北仑
正式投入使用，市民办理一些
与车辆驾驶管理有关的业务，
找家门口的保险公司网点就行
了。“警保打通后，在指定的

人保财险营业网点可以办理免检
车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申请补换
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
抵押登记、机动车解除抵押登
记、补换领号牌、补换领行驶
证、交通违法自助处理等七项业
务。”市公安局交警局车管所牌
证科夏建武告诉记者。

据介绍，昨天一共有 16 个
“警保联动”车驾管社会服务站
投入使用，分布在海曙、江北、
鄞州、北仑、镇海、奉化、慈
溪、余姚、宁海、象山和宁波经
济开发区等地。其中，15 个设
在人保财险营业网点内，1个是
车驾管流动服务车，常年接受预
约上门服务。

16个“警保联动”社会服务站投用

市民可在保险网点
办理车驾管业务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
区委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周
旦）“ 我 抽 到 1601， 你 几 楼
啊？”“我上午抽了一套，下午
还有。”这几天，在洪塘街道
云水湾安置房抽签现场欢声笑
语不断，2075 套安置房被分
到了林家、横山、西江等六个
村的老百姓手中。

早上 9点多，刚抽完签的
张师傅满脸堆笑：“我抽到 16
幢 的 1402， 很 满 意 很 开 心 ，
以后邻居都是认识的人，太
好 了 。 抽 签 现 场 秩 序 也 很
好，一点都不乱。”张师傅原
来是西江村村民，自从被征
地拆迁后，张师傅天天盼着
分新房的这一天，元旦前得
知可以抽签了，张师傅手里
攥着安置抽签定位凭证，别提
多高兴了。

据了解，此次安置房抽签
工作抽取的是位于云水湾小区
的房源，共计 2860 套，此次
需安置的房源有 2075 套，是

洪塘街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这次安置房抽签我们安排 3 天
时间，分别对不同套型的安置房
进行抽签，每天早上 7点多就有
市民来排队。”街道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此次安置房涉及的拆迁
安置村有 6 个，分别为林家村、
横山村、西江村、邵家渡村、前
后潘村、大郎家村。安置房的套
型从50平方米到115平方米，共
有7个套型。

“云水湾小区位于姚江新城
的中心地块，街道和区里也是为
方便居民生活考虑，选择了居住
环境相对成熟的地块。”街道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区东面是宁
波市第一医院江北分院，北面为
在建的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南
面则是在建的万科商业地块。正
在等待抽签的毛女士对小区的地
理位置非常满意。

据了解，云水湾安置小区内
的楼房都是 32 层的高层住宅，
目前物业已经入驻，今年 4月中
旬住户就能拿到钥匙。

新年住新房

江北洪塘2000余套
安置房迎来新主人

井夫

近日，笔
者去某社区办

事，正巧碰上该社区的几位工作
人员在忙着填写“2018 年十大
群众满意事件”评选表，他们一
边填写表格，一边发着牢骚：

“年年叫我们评选群众满意事
件，为何不评评群众不满意之事
呢？”笔者听了，觉得这个“牢
骚”是有一定道理的。

近年来，每到年初，各地就
纷纷列出上一年的多项“群众满
意事件”，或刊登在报上，或放
在网络上，或直接打印在纸张
上，然后组织开展评选活动，最
终票选确定“十大群众满意事
件”。应该说，政府部门或单位

开展群众满意大事的评选活动，其
目的是通过评选，了解广大群众对
他们工作的满意度，可以起到激励
作用，从而在新的一年里更好地工
作，其出发点是好的。

但笔者以为，政府部门或单位
仅仅让群众评选“满意事件”只是
一种单向的民意测评，还应该让群
众充分表达民意，评评一些“不满
意事件”。群众生活在最基层，政
府部门或单位一年来做了哪些满意
事、哪些不满意事，广大群众最清
楚。评选“不满意”之事，可以引
起政府部门或单位的反思，从而剖
析问题，吸取教训，改进不足，在
来年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直至
让群众“满意”为止。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能否让群众评评“不满意”之事

昨日上午，鄞州区江东中心幼儿园一群可爱的小朋友在班主任和家
长的陪同下，来到宁波市公交永昌公司515路公交现场站内“慰问”公
交车司机叔叔。孩子们参观了公交车，还向公交车司机叔叔送上了新年
贺卡。 （刘波 姜何妃 摄）

小客人“慰问”司机叔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