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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王方 蒋攀） 2019 年第一天，地
处宁海城郊的同乐园文化礼堂人声
鼎沸。在亲属、老师、嘉宾的共同
见证下，胡教明老人把历时 10 年
零 3个月、用毛笔抄写而成的中国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传交到胡氏子
孙手中。

胡教明家族属宁海城郊屠岙胡
书香门第，其父胡孝心既是革命老
前辈，又是教育界名宿，曾留下

“书香门第书为善，要好儿孙在读
书”的家训。

2007 年退休后，胡教明为丰
富晚年生活，开始学写毛笔字。为
了坚持下去，他想到了抄写《水浒
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
四大名著。于是，他从安徽买来了
四大箱宣纸，从湖州买来了毛笔。

自 2008 年年初始，胡教明每

天抄录1000字，有时从早上4点一
直抄到晚上 11 点。即使陪老伴在
上海看病期间，胡教明也想尽办法
在病房里完成每天的任务。直到去
年的7月18日，抄录工作终于完成，
共计抄写约360万字，写坏毛笔150
多支。装订成册后，为同乐园文化礼
堂增添了一份精神厚礼。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不
是一句空话。做什么事情，都要持
之以恒，那是胜利之本。”胡教明
说，“我没有多少物质财富，但要
把这种精神财富和这些文化财富传
给子孙后代。”

在传交仪式上，胡氏子孙表
示：传承好家风，重心在读书。同
时要学习长辈的毅力和坚持，办好
企业，造福社会。

▶老人正在抄写四大名著。
（吴帅 孙吉晶 摄）

宁海一老人坚持10年手抄四大名著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周燕
波 通讯员沈林佳） 不久前，中
国儿童艺术剧院的 《白雪公主
与七个小矮人》 在我市成功上
演。近年来，宁波大剧院积极
拓展与国内一流剧目制作单位
的合作，精品剧目占演出总数的
60%，为观众提供了高品质的精
神食粮。

据了解，2004 年落成的宁
波大剧院是我市第一所现代化综

合性大剧院，承担着引进、传播高
雅艺术的社会责任。长期以来，宁
波大剧院与国家话剧院、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开心麻花、锦辉传媒、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国内知名的创
作单位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宁波
大剧院总经理郑峰说，引进优质剧
目成本比较高，但却能提高市民的
艺术欣赏能力和鉴赏水平，塑造城
市文化气质，这也正是宁波大剧院
的使命和责任。

宁波大剧院用精品剧目
塑造城市文化气质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邵滢 通讯员黄天远） 慈
溪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首个智能化改
造区域试点项目日前在横河轴承行
业启动，这标志着该市以行业 （区
域） 智能化改造示范带动产业“智
造”升级的大幕拉开。“龙山的不
粘锅行业和周巷的小家电行业也将
同步推进改造。”该市经信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试点将为慈溪破解民
营企业智能化改造中遇到的难题提
供经验借鉴。

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不仅投入成
本大、技术门槛高、花费时间长，
应用推广也相对缓慢。为了不让智
能化改造成为限制慈溪工业转型升
级的“短板”，该市去年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政策，明确规定智能化改
造和奖励标准，安排 2150 万元专
项资金进行扶持，为企业新一轮创
新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去年，慈溪邀请百余名国内外
智能制造服务专家，为民营企业智
能制造“把脉问诊”。截至目前，

该市累计完成 750家规上企业智能
化改造诊断。

针对不同行业“病症”，实施
契合行业特点的改造模式。近日，
慈溪横河轴承行业引入“陀曼智
造”进行数字化改造，通过在生产
设备上安装机联网设施，将数据传
输至轴承行业云平台，帮助企业利
用大数据对各类资源利用情况进行
分析，及时发现解决相关问题。

“智能化改造后，企业生产设备的
有效利用率大幅提升，原来的 1人

2 线升级为 1 人 4 线，在设备、厂
房、人员等资源不变的情况下，企
业产能可提高 1倍以上。”“陀曼智
造”的罗经理介绍。

以“智”制胜，是慈溪小家电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法宝”。目前，位
于周巷的慈溪小家电智造小镇正推
进建设创新中心和家电云平台，以
政府支付大额服务费、企业支付小
额使用费的模式，为区域内小家电
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技术研发、数据
运营、标准研制等智能化综合服务。

慈溪三大传统行业启动智能化改造区域试点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徐红燕） 新年伊始，全国文明村宁
海县西店镇岭口村的村规民约又增
加了一条移风易俗的新规定：除了
婚丧事，村文化礼堂一律不准举办
进屋酒等其他酒席。

上月 25 日晚上，岭口村召集
村班子成员、党员和村民代表召开
移风易俗大会，宣布岭口村准备实
施的深化移风易俗举措，并就这条
新规进行投票表决。在 61 张表决
票中，同意的有 55 票，不同意的
有 6 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这项决议获得通过。
“为了这件事，村里已前后开

了 8次会，并做好解释工作，听取
大家的意见。”岭口村治调主任舒
迎春说，出台移风易俗新规，一方
面是为了遏制铺张浪费，另一方面
是为了减轻村民的人情负担。

岭口村红白理事会成员潘玉林
告诉笔者，去年，村文化礼堂办了
30 场次的酒席，其中进屋酒等占
了三分之一左右。本村村民绝大多
数姓舒，大家是同个祖宗，吃酒大
多有份。按每场酒席每人送 500元

人情礼计算，一个家庭一年光这笔
开支就要好几千元。

作为全国文明村，岭口村狠抓
移风易俗，力争做乡风的引领者，
让乡风民风真正美起来。“想要在
村文化礼堂办酒席，就得按村里的
规矩来。”村党支部书记舒瑞表
说，村干部利用聊天长廊积极宣传
移风易俗，让广大村民对这一新风
有更明确的认识。

在此之前，岭口村已做出规
定，实行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一
场酒席桌数控制在 20 桌以内，每

桌酒席成本 1000 元以内，每人人
情礼不超过 500元。每个环节村里
安排人员跟踪监督，买菜有人跟
着，收人情礼有专人登记。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根治了婚丧嫁娶中
的不良风气，得到了村民的支持。

岭口村还通过村民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了 3 名移风易俗监督员。

“移风易俗虽说已经取得一些成
效，但仍然不能放松。”舒瑞表
说，通过选举产生的监督员，赋予
他们监督的权力，希望把移风易俗
工作继续深化。

除了婚丧事，其他酒席不准办
岭口村把这条移风易俗新规写入村规民约

本报讯（记者林海） 刚刚过
去的 2018 年，石智勇和汪顺连
破纪录，亚运会、省运会上甬将
频频摘金……在市民身边还有哪
些值得铭记的体育事件？宁波市
体育局即日起启动“2018 宁波
体育十件大事”评选活动，邀请
广大市民参与。

“2018 宁波体育十件大事”
候选事项推荐条件为：2018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全市
体育事业在党的建设、训练竞
赛、全民健身、体育产业、体育
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工作中取得的
重大成果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的大事。要求推荐的大事，在全
市、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具有广

泛影响力；引起体育系统、社会公
众和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
对宁波体育事业建设和发展有着突
出贡献。

宁波市体育局各直属单位、各
区县 （市） 体育局推荐候选事项，
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邮箱：
2806681044@qq.com；市民参与推
荐候选事项，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
送至邮箱：nbtysjds@163.com。推荐
截止日期为2019年1月10日。

征集结束后，在听取各方面
意见的基础上，宁波市体育局将
确定 30 件候选大事。30 件候选大
事将通过网络评选、专家评定两个
阶段确定最终入选“十件大事”的
事项。

宁波体育十件大事评选活动
邀您参与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
郑光啸）近日，浙马接力冠军赛

（遂昌 100K）在遂昌县举行。宁波
港中队 9名队员在比赛中发挥出
色，一举夺得地市精英组的冠军。

宁波市长跑协会选拔组织
了宁波港中队和宁波第二战队

两支队伍参加本次比赛，经过角
逐，钱程熙、方加南等 9 人组成
的宁波港中队以 2 小时 49 分 59 秒
的成绩勇夺地市精英组第一名，
许建永、章仁君等 9 人组成的宁
波第二战队以 3 小时 08 分 26 秒获
得公开精英组第五名。

宁波代表队勇夺
浙马接力冠军赛冠军

《迎新溯源——浙派人物画研究系列李震坚写生创作展》 近日在陈
之佛艺术馆开展，展出李震坚作品 60幅。展览现场有导览讲解和速写
创作沙龙，参观者络绎不绝。据悉，展期将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浙派
人物画是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围绕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在中国画坛产生极
具影响力的重要画派，李震坚是其创始人之一。

（王烨江 胡顶峰 摄）

李震坚写生创作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虞杰）前天，教育部公布了 2018 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结果。由宁
波市古林职业高级中学自主完成的

《“四课堂”“三机制”培养地方菜肴
创新型传承人的探索与实践》荣获
2018 年度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这是宁波中等职业学校
首次获得国家级教育教学最高奖项
一等奖。

宁波市古林职业高级中学的

“三机制”“四课堂”创新实践，是学
校深化产教融合的结晶。三机制：实
施“灵动学期机制”，打破一年两学
期的固定学制，创新实施“多学期
制”，将“大学期”拆成“小学期”，大
小学期灵动交替，破解了地方菜肴
时令性、行企用工季节性难题；开创

“轮岗包岗机制”，通过“定岗、轮岗、
包岗”，学生可在企业多岗训练，又
有助于企业用人稳定，节省人力成
本，激发企业共同育人积极性；创新

“评价激励机制”，通过层级化、系列
化的授帽制、授星制、导师制、双向
选择制、浮动薪级制、阶段汇报制等，
立德树人，促进学生成人成匠。四课
堂：扎根“民间课堂”，接轨“世赛课
堂”，共建“企业课堂”，打造“双创课
堂”。师生改良创新出20余种适合现
代人口味和健康观念的新面点品种；
通过“老菜新做”“新料老做”等途径
改良创新出 50余道新品菜肴。师生
作品惊艳杭州G20峰会主宴会。

古林职高捧回教育部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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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原光明眼病医院地块（东至东鹰花园、西至
人民路、南至大庆北路、北至人民路658弄）建设施工中
相关管线的安全，凡在该地块有架设、埋设管线的单位，
请于 2019年 1月 20日前到我单位登记、提供管线走向
和管位等详细材料并迁移管线。逾期未提供管线走向和

管位等详细材料或未迁移者，我单位将难以保证管线在
该地块施工中的安全，不承担相应责任。联系人：徐先生

（联系电话87350797），地址：江北区大庆北路547号。
白沙街道拆迁办公室

2019年1月4日

原光明眼病医院地块管线确认公告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叶晴峰） 近日，海曙区审议
通过了新一批旧村改造新村建设
项目，从今年年初起，该区有 18
个村 （项目） 将根据不同的建改模
式和进度，先后进行旧村改造新村
建设。

这 18 个村 （项目） 涉及集士
港、高桥、古林、洞桥、鄞江、章
水、龙观和石碶等乡镇街道，总投

资额近69亿元，总建设规模超170
万平方米，建设住宅面积达 120万
平方米，涉及拆旧面积 92 万多平
方米。

海曙相继出台了《关于推进旧
村改造新村建设的实施意见》 等 5
个政策，除了高额投资，还注重高
标建设，掀起新一轮旧村改造新村
建设热潮。海曙区农办相关负责人
表 示 ， 新 村 建 设 不 能 “ 千 村 一

面”，有的村庄按照城市标准进行
开发建设，有的则打造田园村庄留
住“乡愁”，尤其是历史文化名
村、古村落等极具特色的村庄，在
改造时将注重挖掘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充分体现民俗文化和历史积
淀，做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并重。

海曙区去年与鄞州银行达成
战略合作，成立了旧村改造新村

建设专项风险基金。由海曙区政
府投入 1 亿元资金，作为风险补
偿基金，金融机构按政府出资额
的 30 倍，定向安排新村建设项目
授信额度，通过“农民自主、党
政扶持、市场运作”的新路子，
有效破解新村建设的融资难题。
同时，通过深化审批“最多跑一
次”改革，清理旧村改造新村建
设收费项目清单，降低农民建房
成本。经测算，每平方米可降低
成本约200元。

截至去年 11 月底，海曙区新
村建设累计 934.9 万平方米，主体
结顶 839 万平方米，投入资金 123
亿元，惠及农户 3.5 万余户近 9 万
人。

海曙今年投入近69亿元
进行旧村改造新村建设

【紧接第1版】加快产业园建设，加大
研发投入和人才引进，努力打造世
界一流的高端海洋装备产业基地。

针对当前的国际复杂形势和经
济增长下行压力，中国华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周辞美表
示：“听了报告之后，我们更有勇气
有信心克服困难。过去的成功得益
于改革，未来的发展仍将依靠改革。
华翔将拿出更大的改革力度，一步
一个脚印，扎实应对挑战，奋力抢抓
机遇，在风浪中实现更大更好发

展。”作为汽车零部件企业，华翔将
适当调整出口，培育国内国外两个
市场，在保证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
加快发展速度。

民营企业长期活跃在经济一
线，是经济政策最直接的实践者、执
行者和感受者。“会议提振了信心，
让我们新兴产业企业看到了未来的
发展方向。”位于海曙的麦浪电气有
限公司总经理厉宏图十分感慨，去
年下半年，面对国际复杂形势和经
济增长下行压力，我市密集推出降

本减负“新十条”、优化营商环境“80
条”、25 条新政等政策“组合拳”力
挺民营经济，给民企吃下定心丸。

“实质性降低企业税费”“深入开
展‘三联三促’企业服务专项行动”

“降低企业贷款利息费用”……一系
列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引领的经
济体制改革新举措，让不少宁波民营
企业产生强烈共鸣：“新机遇、新作
为、新发展，我们一定要危中求机，主
动出击，以追梦者的姿态和沉甸甸的
收获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