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福祥

书法家周应亚先生赠我一幅作
品，中间一个大字：变，菱形的四
角是四个小字：越变越好。这是人
们的期望，也是社会的现实。我很
喜欢，装裱后挂在书房。

每年临近春节，我和一些同仁
会到小区、村庄写春联、送“福”
字。书法以单字论，写得最多的一
定是“福”字。想想看，几个人写
上半天，再散开去，多大的一片喜
气。

中国人使用“福”字，至少已
有四千年历史了。一个人诸事顺
遂，就说有福气；一个人的面相，
耳大、脸宽、额头饱满、眼睛在
笑，就说是福相。很多人的名字
中有个“福”字，我算一个。名
字中没有用“福”字的，很多也
有与之相关联的字，如宝、贵、
顺、财、祥之类。“福”字不但被
贴在墙上，还融入石窗、眠床等
的设计。

马克思把幸福定义为对存在的
多方面概括，包括意识形态、价值
观和个人期望值。由此说来，所谓

“变，越变越好”，可以理解为通过
实现人的价值和期望值，不断提高
幸福指数。

从期望值来说，今天的生活已
经远远超出我们当年的想象。古人
创造“福”字，左衣右食，温饱而
已。有口饭吃，有块田种，吃穿不
愁，幸福指数很低，只是幸福的底
线吧。即使改革开放以前，那时的

“吃”，也只是“听到街头锣鼓敲，
寻出鸡毛去兑糖”，饭都吃不饱，
还要积下点钱供孩子读书，哪有闲
钱买零食呀。那时的“穿”，也只
是“衣裳要布票，阿哥穿落阿弟
套，轮到阿三破棉袄”。现在的孩
子，衣食无忧是最起码的了。吃，
要高档、要绿色、要营养。穿，不
要说节日装，就是休闲装、职业

装，也是多么亮丽啊。如果把房子
看作是人的第二件衣服，以我家为
例，从十几平方米、五十几平方
米、七十几平方米，到现在老两口
住上了一百多平方米——今非昔比
了。

科技创新，成为“撬动地球的
杠杆”，使幸福指数极大提升。一
部智能手机，取代了座机、照相
机、银行卡，发展了网络文化，结
束了信息的“孤岛状态”，听说读
写无所不能。老年人真怕被时代落
下啊！好在很多地方办了智能手机
应用培训班，使阿拉老年人也能融
入信息科技社会，学会使用微信、
用手机软件打车。有人担心机器控
制人类，我以为才不会呢！机器只
有芯片，而人类有心。

在幸福的概念中，我不相信什
么风水观、命定观、祖先庇护观

（这些在古人的幸福观念中是很重
要的组成部分），但我相信，从古
至今，变中有不变：人应该在希望
和奋斗中栖居，唯有奋斗，才能实
现人的价值与期望值的统一。“越
变越好”，是奋斗的结果。所以我
不主张“穷孩富养”，使奋斗精神
缺失；但我赞赏“富孩穷养”，告
诉孩子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但是，不变中也有变，那就是
奋斗的历史条件、奋斗的环境也

“越变越好”了。以宁波为例，人
的平均寿命从 70 年前的 35 岁，到
了现在的期望寿命 80 多岁，奋斗
的“资本”不止翻了一番。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
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
方面的整体性推进，党和政府“人
民第一”的发展理念，企业以人为
本的发展方向，日趋公平正义的发
展环境……激励着我们去实现人的
价值和期望值。人，唯有奋斗，别
无选择！

变，越变越好
——由“福”字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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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春节

本报讯 （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罗重重 杜成勇） 连日来，慈
溪鸣鹤、方家河头等古镇古村人
气颇旺，吸引了许多前来度假的
游客。徜徉在老街小巷中，人们
品美食、看大戏、闹新春，在诗
画般的美景中感受浓浓的年味。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古色古
香的马头墙、波光粼粼的白洋湖
……春节假期前三天，鸣鹤古镇
共接待游客 15万人次。人们或走
街串巷，欣赏古戏台上精彩的戏
曲表演，或在茶馆喝茶聊天，品
尝传统特色小吃。“今年春节，古
镇人气要比往年旺，店日均营业

额已超过 2万元了。”聚源号店主
徐江峰高兴地说。

正月初一至初三，方家河头村
内游人如织。在鸳鸯古樟、藕池、方
井等景点，游客纷纷拿出手机“定
格”古村美景；在农家菜馆，鲞冻
肉、“糟三样”等特色美食成为“抢
手菜”。“方家河头自然风光秀美，
文化底蕴深厚。”台州游客李女士
说，春节假期，她准备在古村民宿
小住几日，享受假日休闲时光。

“走读”古镇古村之余，去上
林湖越窑博物馆“探宝”则让春
节慈溪之行锦上添花。这几天，
该博物馆每日接待游客近 2000人

次。“上林湖畔的古镇古村很美，
博物馆的青瓷艺术品更是让人大
开眼界！”嘉兴游客李先生表示，

上林湖越窑博物馆与周边的古镇
古村犹如一颗颗明珠串联在一
起，展现了慈溪独特的人文魅力。

慈溪慈溪：：古镇古村古镇古村 客来客来

本报讯 （记者王珏 通讯员
梅佳燕 戴旭光） 大年初一，镇
海澥浦镇庙戴村举行“春节巡
游”欢庆新年。当天，120 多名
村民组成的巡游方阵经过 6 个自
然村，走了 5 公里路，为全村人
送上新春祝福。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当
天上午 8时多，巡游方阵踏着热
闹 的 大 钹 敲 击 声 在 村 道 里 穿
行。极具当地传统文化特色的
腰鼓舞、年糕舞、狮子舞等相
继 亮 相 。“ 年 糕 舞 再 现 了 手 工
打 年 糕 的 场 景 。” 村 民 余 国 华
说 ， 做 了 33 年的年糕，看到村
民用舞蹈的方式记录过往，感觉
特别有意思。

“婆婆和我娘家弟媳妇都在表

演呢！”“感觉气氛特别好，年味
又回来了……”队伍所到之处人
山人海，村民纷纷掏出手机记录
精彩时刻。村民戴国尧是一名企
业家，以前逢年过节全家人喜好
外出旅游。今年他不但留在村里
过年，还加入巡游队伍参加演
出。“现在村里环境越来越好，文
化活动越来越多。”戴国尧说，春
节不用往外奔，家门口就可以热
热闹闹过年。

巡游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四张洋面孔。他们是来自宁波
诺丁汉大学的 Ahmed 以及 Yusuf
一家三口。“‘中国色彩’缤纷呈
现，美得让我说不出形容词。”来
自尼日利亚的Yusuf说。

近年来，澥浦镇以“有记忆

的街区、有故事的小镇”建设为
引领，致力于在高质量发展中实
现乡村振兴。美丽铺底，旅游着

色，文化添韵，澥浦民俗文化小
镇着力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构筑
起城里人向往的生活。

镇海镇海：：十里巡游十里巡游 祝福祝福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区委
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唐菁岭）
彩狮闹春，金龙巡游，正月里的
老外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过年
就是图个热闹，想不到老外滩还
有舞龙舞狮这样的传统表演，刚
好让孩子也感受一下过年的传统
文化。”昨天，市民陈女士带着家
人开心地穿梭在金龙巡游的队伍
中。

欢喜闹新春，相约老外滩。
今年春节，老外滩为市民和游客
奉上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大餐。正
月初一到正月初七的上午 10 时至
11 时 30 分，舞龙舞狮、财神巡
游、二神摔跤等不同主题的年俗活
动轮番上演。来自印度的 Abhi 被
这些充满中国元素的活动深深吸
引：“在中国过年真的太有意思
了，这星期我每天要来老外滩参加
活动。”活动现场，一名国际友人
举起龙头，参加舞龙表演。

据了解，春节期间，每天有近
万名市民和游客到老外滩感受年
味。除了年俗活动，还有魔术表
演、“泡泡秀”、“老外滩有理想弹
唱会”等活动。

去老外滩感受传统年味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裘金杰）“方阿姨，我们几个
来看看您，顺便给您拜年了！”
正月初一，鄞州福明家园社区的
朱富根等 3 名党员来到独居老人
方彩娥家，陪老人聊天，一起过
节。

福明家园是中心城区内首个
大型村民拆迁安置小区，有 3000
多户居民。考虑到春节长假期间
物业安保人员有所减少，社区党
委组织“先锋 e 号”志愿者，连
续第二年开展春节志愿服务活
动，下属8个支部的党员在春节7
天长假中，各自认领一天志愿服
务，开展清洁家园、安全巡逻、
慰问独居老人等活动，让社区更

平安、居民心更暖。
大年初一上午，退休一支部

的史俊平等 4 名党员就组队开展
平安巡查，看见楼道门未关好
的，及时提醒；发现有电动车忘
记上锁的，就在旁边守候，等车
主返回。他们还去周边的店铺走
访，看有没有违规销售烟花爆竹
情况，共同守护家园。

据悉，福明家园社区“先锋
e号”志愿者活动开展4年来，累
计服务 70多场，受益群众近 5000
人次。社区党委负责人说，今年

“先锋 e 号”志愿服务还要再升
级，用好共建资源，丰富“四色
课堂”内容，拓宽党员参与社区
建设途径。

党员志愿服务
春节“不打烊”

本报讯（记者易鹤 通讯员陆
妮娜 李朋辉） 近日，在宁波舟山
港区的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算山
码头 7 号泊位，装载着 4 万吨柴油
的“恩德沃”号油轮驶往荷兰鹿特
丹港，这是宁波生产的柴油首次出
口欧洲。

今年，由镇海炼化生产的成品
油叩开了欧洲市场的大门，实现新
的突破。1月25日从算山码头启程
的“名望”号油轮满载 4 万吨航
煤，途经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
河、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等交通
要道，驶往 9000 海里外的鹿特丹
港。这是浙江生产的航煤首次打入
欧洲市场。

据了解，镇海炼化充分利用国
际国内两种资源，积极拓展国际国

内两大市场。针对春节前后出行旺
季，镇海炼化通过平衡内外贸资
源，优先保供杭州、宁波、台州、
温州等机场的航煤。同时，细化计
划安排、严控产品质量、合理安排
内外贸船期、精准调度船舶靠离，
为做大出口创造条件。

2018 年，镇海炼化共出口柴
油 84 万吨，出口量创历史新高，
航煤出口 108 万吨，也在历史高
位。企业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主
动参与国际竞争。原油采购从原先
以中东地区为主，逐渐拓展到非
洲、欧洲、美洲等地区，成品油、
聚丙烯、沥青等产品远销亚洲、非
洲、美洲直至欧洲，跨区域远洋贸
易将成常态。

甬产柴油
首次进入欧洲市场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屠
炯） 我市软件产业规模再上新台
阶。记者近日从特色型中国软件名
城创建工作会议上获悉，通过“外
引+内育”，我市去年实现软件业
务 收 入 640.0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0.1%，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对于
抢抓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大力发展
数字经济的宁波来说意义深远。自
去年吹响特色型中国软件名城创建

“冲锋号”以来，我市从人才、企
业、园区入手，加大对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发展资金投入力度，放宽信
息服务业市场准入，扩大服务领
域，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有了更
为肥沃的“土壤”，更为充足的

“养分”。
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落地 2

个月后，就推出国内首个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工业操作系统——SU-
POS，目前已在化工、新材料等领
域率先布局；专注打造数字工厂操
作系统和工业云平台的和利时，已
在高新区及慈溪市成立研发中心与
制造基地，剑指智能制造和工业互
联网全球孵化器……去年以来，一

批聚焦工业软件、嵌入式软件、工
业互联网操作系统软件等领域的软
件企业在宁波“破土展枝”，为我
市制造业转型赋能赋智。

在数量高歌猛进的同时，引导
软件企业面向我市制造企业，开展
智能制造业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
智能制造发展，一批软件企业服务
智能制造成效日益显著。在已获评
的市级智能制造工程服务公司中，
软件企业占四成，软件企业正逐渐
成为我市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
支撑力量。

创建特色型中国软件名城既是
我市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也是培育发展产业新动能的内
在需求。新的一年，宁波如何用一
砖一瓦垒起这座名城？按照计划，
我市今年将加快“一硬、一软、一
网、一台”（即自动控制和感知硬
件、工业核心软件、工业互联网、
工业云和智能服务平台） 工业“新
四基”的培育与引进，补齐软件企
业支撑能力不足的短板，让“软”
实力硬起来。同时，细化园区发展
规 划 与 产 业 发 展 计 划 ， 力 争 至
2020 年底，全市软件业务收入达
1000亿元。

去年我市软件产业
同比增长超20%
“外引+内育”加快创建特色型中国软件名城

春节假期，鸣鹤古镇游人如织。 （陈章升 宓培育 摄）

老外滩舞龙舞狮等表演每天吸引近万名市民和游客。 （徐欣 唐菁岭 摄）

正月初一下午，余姚市凤山街道侨联志愿者来到凤山敬老院进行慰
问演出，为老人们带来了戏曲、舞蹈和大头娃娃表演等文艺节目。这是
侨联志愿者第七年来陪老人们过春节了。志愿者中有4名初中生，他们
用自己的压岁钱给老人们买了新年礼物。图为志愿者在表演节目。

（吴大庆 何峰 摄）

欢歌笑语送到敬老院

村民跳起年糕舞。 （戴旭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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