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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为推进史志工作“服务企业服务
群众服务基层”，发挥史志部门在主
题教育中的独特作用，8 月，市委党
史研究室组织服务队赴余姚、慈溪、
海曙、鄞州、江北、奉化等地，入企业、
社区、农村，送书上门，普及史志文
化，受到基层普遍欢迎。

服务队先后来到余姚市阳明街
道新城市社区、北郊村、舜宇集
团，慈溪市浒山街道虞波社区、白
沙路街道武陵桥村、慈星公司，鄞
州区新城社区、杉杉集团、下应街
道湾底村，海曙区古林镇葑水港
村、枫园社区、麦中林有限公司，
江北区甬江街道朱家社区、夏家
村、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及奉化区锦屏街道长岭村、
居敬社区、忆江南酒店。每到一
地，服务队深入了解经济发展、文
化建设、村史家谱修撰和党建情
况，探讨交流史志工作服务基层的

方式和途径，并赠送图书。各区县
（市） 党史研究室也赠送了相关书
籍。

据悉，“史志话宁波”文化志愿
服务活动，是史志部门贯彻中央

《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的通知》 精神的重要举措。市县两
级史志部门通过送书下基层和史志
宣讲等形式，为主题教育活动提供
精神食粮，为基层党员群众了解学
习党史国史提供帮助。

此次赠书活动面向全市部分机
关、社区、农村、企业、学校等。
赠送的书籍主要包括宁波和区县

（市） 党史正本、大事记、党史人
物、劳模口述史、党史胜迹、红色
旅游和宁波地情资料、历代专志和
年鉴等史志专著与普及读物。目
前，市县两级史志部门已累计赠书
3000余册。

市委党史研究室
开展“史志话宁波”赠书活动

近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
《中国共产党宁波历史 800问》 由宁
波出版社发行。

该书选取 800个“片段”，采取
一问一答形式，概述五四运动爆发前
后特别是中共宁波地方组织成立至
2018年的近百年间宁波各个方面的巨

变。全书分上下两卷，共75万字。
《中国共产党宁波历史 800 问》

是一部信息含量丰富的党史普及读
物，是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重
要献礼成果，也为全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的最新素材。

《中国共产党宁波历史800问》
正式发行

庄黄医院旧址位于慈溪市龙山
镇三北片东渡村，是慈溪市文物保
护点。

1934 年，旅沪商人黄裕明在镇
北龙山庄黄村购地 4.75 亩，造屋 24
间，创办了济众医院。因地址在庄
黄，人们一直称它为庄黄医院。医
院成立后聘任俞士英为院长。俞士
英祖籍宁海，生于镇海小港，宁波
光华医学院毕业，原在宁波光华医
院工作，曾去北京协和医院进修，
精于内外科诊治。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三北地区
规模较大的一所农村医院，庄黄医
院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俞士
英的带领下，全院医务人员竭尽全
力为抗日战士包扎伤口、钳取弹
片，对患疟疾、疥疮的战士给药治
疗。凡中共浙东地方组织、三五支
队送去的伤病员都在此处得到精心
治疗，成为浙东抗日武装不公开的
后方医院。前后救治过伤员 40 余
人。

（张伟杰 摄）

作为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重
要组成部分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政治部旧址日前完成修缮，进入装
修布展阶段。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旧
址位于余姚市梁弄镇梁冯村晓岭街
上“乾元大道地”，原是梁弄籍爱国
民主人士邵之炳的房屋，为两层清
代风格的木结构楼房。该建筑呈三
合院布局，总占地面积 1800余平方
米，是整个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
中单体面积最大的一处旧址。2006
年，该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为保护这一重要的浙东抗日根

据地旧址，从 2017年开始，余姚市
和梁弄镇开展对旧址的修缮工作，
累计投入资金近 4000万元，一次性
搬出原旧址内居住的近 30 户居民，
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整体维修旧
址，日前基本完成。

前不久，余姚市组织政治部旧
址装修布展现场评审会，逐一商定
每个房间的布展主题，对接展陈方
式、展陈内容和展陈风格。整个装
修布展预计于年内完成。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旧址
完成修缮

“我是宁海人！”新学期第一
天，一本新教材引起了宁海县小学
六年级学生的兴趣。

该教材由县方志办和县教育局
编写团队历时 2 年，通过实地走
访、翻阅档案等，整合第一手资料
编写而成，设有千年宁海、宁海风
云、红色宁海、宁海乡贤、宁海名
胜、宁海风俗、宁海新貌 7 个章
节，涵盖党的发展、风俗物产、名
人名胜等内容，突出“寻觅古代文

明中的宁海”“还原历史变革中的宁
海”“感受革命潮流中的宁海”“认
识高质量发展中的宁海”四大特
点，将宁海千年历史娓娓道来。

教材围绕“让更多人认识宁
海、走进宁海”的旨趣，从地理、
历史、人文中感受“正气、硬气、
大气、和气”的宁海精神，进一步
激发学生主人翁意识，增强文化自
信，提高学生的责任感、自豪感、
归属感和家乡认同感。

宁海首部地方性课程教材
《我是宁海人》投入使用

王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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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市的发展，一直与宁

波港口连在一起。
唐代，宁波港开埠，与之相

伴的是宁波子城的诞生和子城向
外城的拓展。到了宋代，作为外
贸重镇，陶瓷、茶叶、丝绸等商
品贸易带来昔日宁波的繁盛。而
清末，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
口岸之一，造就了中国最早的外
滩。

从鸦片战争到 1949年，百余
年的屈辱和苦痛，让这片土地一
度“停滞”，直到解放那一刻。

宁波港口的发展，再次撬动
城市的复兴。而这个港，在 20世
纪 70年代，已从地处三江口的河
口港向由北仑、镇海港区组成的
海港转变。

“港”“城”相依。时光回溯
到1985年9月29日。

这一天，宁波市委、市政府
在镇海电影院召开干部大会。时
任市长耿典华宣布，经国务院批
复同意，镇海县正式撤销，以甬
江为界，北边设镇海区，南边为
滨海区。

这个时点，离中央决定进一
步开放宁波等沿海 14个港口城市
才一年多。作为全国第一批开发
区的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刚刚
在甬江南岸拉开建设帷幕。为了
充分发挥宁波深水良港优势，适
应北仑区域大规模开发建设的需
要，镇海一分为二，化身甬江口
的双子星，拱卫着宁波走向开放
前沿。

从三江口迈向大海，宁波如
大鹏展翅，形成由三江片、镇海
片、北仑片三大块型构的“组合
型”城市，以全新面貌屹立在东
海之滨。

城市建设，亦在追赶。20 世
纪 80年代的宁波中心城区，由老
城区和江东、江北城区组成，面
貌陈旧，更像是一个县城。1987
年，七塔寺以东部分还是一片农
田。

改变，来自三江上的桥。改
革开放前，沟通三江的只有灵桥
和新江桥。20世纪80年代后，陆
续建成解放桥、兴宁桥、江厦
桥、甬江大桥等桥梁，使隔江而
望的几个城区变成一个整体。其
中，兴宁桥、兴宁路的开通，使
江东片区的开发成为可能，并化
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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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波 城 市 建 设 的 发 展 与 腾

飞，始于20世纪90年代。
1994 年，宁波港对外开放 15

年之际，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调整后的城市总体规划，确
定宁波城市性质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港口城市。同年，市委、
市政府提出“以港兴市、以市促
港”战略。

宁波第一轮大规模城市建设

随即启动。
如果把宁波城市建设比作一

张琴，贯穿城市东西的中山路无
疑是最重要的一根弦。

1995 年 2 月 26 日，它被弹响
了。那是中山路改造工程动工的
日子。

“早在 1993 年，市委、市政
府就下决心要改造中山路。次
年，拿出了打通三横四纵、疏通
城市出入主卡口的 3 年城市道路
建设方案，而其中的中山路被列
为 1995 年市政府的头号实事工
程。”宁波史志文献里记录下了这
一历史细节。

改造前的中山路，从东门口
到西门口，长不过 2 公里，宽不
过 20米，路面破损严重，慢车道
上人车混行，交通拥挤不堪。

7 个 月 后 ， 中 山 路 改 造 完
成，道路拓宽至 44米，快车道为
双向四车道，隔离栏摆上了鲜花
盆景，两侧分别有绿化隔离带和
人行道。改造中同步敷设邮电通
信、给排水、电力、煤气等管
线。路灯、电话亭、公交候车亭
得到更新，夜景灯光让整条路流
光溢彩。

在多次改造和延伸后，中山
路向西连接机场路，向东连上世
纪大道，全长超过 10公里。进入
21 世纪，这条路又延伸进抵东部
新城。

在中山路的变奏中，月湖是
一段华丽乐章。20 世纪 90 年代
末，宁波启动月湖景区建设工
程，动迁月湖周边居民 3000 多
户，沟通月湖水系，治理月湖水
体，在保留大量历史文化建筑的
前提下，绿化湖畔，恢复湖区传

统景点。
中山路在改变，但变的不只

是路。
中山路沿线，过去大都是三

四层高的旧房子。1989 年，位于
中山路东门口 8 层高的交通邮电
大楼，是宁波第一高楼。可现在
路两侧已是高楼林立，一眼望去
都是一幢幢酒店、写字楼、高层
住宅。

中山路沿线，过去灰蒙蒙的
都是房子，现在则是绿意盎然。
环城西路绿地、西门口绿地、三
江口绿地、甬新河绿地，让中山
路处处透景。

这条宁波第一长街的“破茧
蝶变”，只是城市建设的一个缩
影。20世纪90年代，中山西路铁
路道口公铁立交桥的建成，打通
城市西扩的交通瓶颈；柳汀立交
桥的落成，使从杭甬高速驶来的
车辆，通过环城西路、柳汀立交
桥，顺利进入宁波城区。

中心城区的“年轮”在一圈
又一圈中变大。

过去，“外环线”由长春路、
望京路、永丰路、和义路和灵桥
路围合而成。

后来，外环线向西扩展到环
城西路，向北扩展到环城北路，
向东扩展到中兴路，南边就是鄞
奉路和兴宁路了。

再后来，外环线在东西方向
再次扩展，以世纪大道和机场路
为标志。

之后，世纪大道以东 5 公里
又建起东外环路，南边建起环城
南路，北边建起北外环路。绕城
高速大幅拓展城市框架，彻底颠
覆了宁波人原有的空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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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文献记载：从 1994年到

2010 年，宁波先后开展了 3 轮城
市建设。

第 一 轮 始 于 1994 年 ， 实 施
“三横四纵十卡口”为重点的骨架
主干道拓宽改造；第二轮从 1998
年到 2002年，以“顺畅枢纽、沟
通干道、形成网络、完善功能、
美化环境”为重点；第三轮从
2003年到 2010年，主要围绕完善
城市功能、加快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 2010年，城市道路骨干
网架基本形成，中心城区建成区
面积由 1992年的 63.3平方公里扩
大到 271 平方公里，道路面积从
1996 年的 811.6 万平方米增加到
6445.3 万平方米。2009 年市区人
均拥有道路面积16.40平方米，比
1997 年增加 7.09 平方米。与此同
时，县城、中心城镇规模增大，
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中心镇
—一般镇体系初步形成。

宁波迈向大都市，得拉开城
市框架。1999 年，宁波提出城市
东扩战略。随后，一大批道路、
桥梁工程陆续开工建设，将城市
向东西拉开。2000 年初，三江口
核心滨水区、科技园区、鄞州中
心区、北仑新区、镇海新区等区
域开发建设全面启动。2002 年 4
月，鄞州区宣告诞生。3年后的 1
月 18日，东部新城开发建设打下
第一桩。

向东，向港口，向大海，宁
波的城市发展一直遵循着这一历
史脉络。

2010 年，鄞州区、北仑区、镇
海新城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皆初
具规模。宁波高层建筑大量建
成，中农信国际商厦、电信综合
大楼、华联二号楼、中山首府等
一批超百米高楼相继涌现。三江
口区域和东部新城区块，高层建
筑分布尤为集中，大都市风情逐
步形成。

建新，还需整旧。20世纪 90
年代初，宁波开始大规模旧城改
造，包括低洼地段、非成套住
宅、城中村改造及老小区整治
等，并同步实施大规模道路绿化
建设、重点区域绿化改造工程。
20 年间，市区累计实施拆迁项目
560 余 个 ， 拆 迁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9425494 平方米。2009 年底，市
区居民住宅人均建筑面积29.72平
方米，比 1983 年增加 13.1 平方
米。

同时，投入巨资，关、停、
并、转严重污染且治理无望的企
业，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陆续
建成宁波开发区岩东污水处理
厂、枫林垃圾焚烧发电厂等工
程。截至 2010年，宁波市生活污
水处理率、市区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 理 率 、 绿 化 覆 盖 率 分 别 达
82.81%、100%、37.52%，并基本
构筑起“三江六岸，一湖居中”
的点、线、面环相结合，乔灌花
草相辉映，多层次、开放式、高
质量的绿地系统，居民居住环境
明显改善。

在战争的废墟上，经过几代人
的不懈努力，宁波这座现代化国际
港口城市崛起在东海之滨，并向着
更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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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 周年
聚焦时代链条上的宁波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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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流霞的三江见证了沧桑，也倒映着巨变。
当时光的齿轮拨回到70年前的5月25日，新纪元的第一缕曙光遍洒甬城。当天拂晓，人民解放军二十二

军六十五师、六十四师，会师于市中心，宁波解放。
那时候，三江六岸多是倒塌损毁的建筑，破旧不堪。如今，好似换了人间。
水拍江岸，潮起潮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心城区

建成区面积，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8.3平方公里拓展为2018年的 345.5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
31.1%增长到72.9%。

历史无声，岁月有痕。宁波城市建设的发展与腾飞，绕不开一个时间轴，那就是20世纪 90年代。今
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年代，串联起小城大蝶变的时代华章。

小城大蝶变小城大蝶变
——回眸20世纪90年代前后宁波城市建设发展

1996年的东门口 （余德富 摄）

1973年的三江口 （余德富 摄）

2008年的奉化江两岸 （余德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