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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叶静波 竺琛） 昨日，记者从奉化
公安分局获悉，溪口派出所有一位

“网红”辅警，前天出警途中发现
有人落水，二话不说就跳入河中，
救回一条年轻的生命……

9 月 8 日下午 4 时 42 分，奉化
溪口派出所民警带着辅警出警，在
途经弥勒大桥时，发现了异样：有
人正坐在大桥的栏杆上“思考”，
有不少市民在围观。弥勒大桥距离
水面有十来米高，坐在栏杆上本身
就是危险举动。民警立即靠边停
车，准备过去询问情况。就在这
时，原本坐在栏杆上的男子突然掉
下去了。

河流水深近三米，又是从这
么高的地方掉下去，情况不妙。
民警立即跑回警车边，打开后备
箱，翻出救生衣，看也不看就往

身后抛，因为紧随而来的是水性
较为不错的辅警王维江。两人合
作次数多了，极有默契，王维江

敏捷地接住救生衣，然后往河边
冲刺，边跑边换，临水时已完成

“变身”。之后，王维江二话不说

翻越河堤护栏跳入河中，奋力往
落水者方向游去。

令人感动的是，有一位水性不
错的市民看到了这一幕，也脱了衣
服下水救人。两人携手，一起将落
水者拽回岸边。之后在其他人的帮
助下，水中的三人成功上岸。

接下来民警立即对落水者进行
急救。但情形不妙，随后他们又合力
将其抬上警车，第一时间送医。经过
医生救治，落水者成功脱离危险。

“当时看到有人落水，哪里想
这么多，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去救
人，救晚了就危险了。”事后，王
维江发现自己的腿上和手上不知什
么时候多了几道流着血的口子，但
他一点也不在乎。

王维江今年 38 岁，2014 年加
入公安辅警队伍，在溪口派出所担
任流动人口协管员，工作认真负
责，深受群众肯定。而且，他还是
一名“网红”，参与了众多救援事
件，如溪口的“驴友”走失救援、
群众被困电梯救援等，曾被媒体广
泛报道。

警民联手勇救坠桥落水者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
赵美鋆）“不管天气怎样，垃圾
分类工作一天也没落下，为社区
党员志愿者点赞！”昨日，看到
社区里正在指导居民垃圾分类的
党员志愿者，家住东柳街道东海
花园的居民郑秀花忍不住伸出大
拇指。

作为全市首批推广垃圾分类
示范小区，东海花园社区坚持党
建引领、党员示范，积极探索上
门入户指导方法，推动居民垃圾
分类。如今，东海花园的党员参
与率达到 100%，带动居民垃圾
分类准确率提升至75%以上，垃

圾投放减量近三分之一。
目前，东柳街道已建成 114

个垃圾分类网格，累计撤除垃圾
桶点位 1100 余个。目前，该街
道垃圾分类居民参与率从启动之
初的30%提升为95%以上。

“垃圾分类工作在哪儿，党
员志愿者就在哪儿。”东海花园
党员督导员汪磊说，社区实行

“桶长轮值制”，党员在每晚七点
半 至 八 点 半 轮 流 开 展 守 桶 督
导，并组建督导团进行考核，
将源头精准分类率最高的 10 个
楼 道 评 定 为 垃 圾 分 类 优 秀 楼
道。近期，东海社区还在试点

片区建立了“双楼长制”，楼道在
原先配有墙门组长的基础上增配
一名党员干部担任垃圾分类专职
楼 长 ， 带 头 当 好 垃 圾 分 类 示 范
员、推动员、宣传员、联络员和
守护员。

为实现分类垃圾定时定点投
放，集中清运，东柳街道 11 个社
区全面铺开撤桶并点工作。各社区
多次组织居委会干部、志愿者开展
入户宣讲“撤桶并点”相关工作，

并实施“流动垃圾桶”等创新模
式，破解“邻避效应”。

（读者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
遇到垃圾分类不文明行为，或是想
把垃圾分类宁波的好经验、好办
法、好典型告诉我们，您可通过以
下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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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柳街道：党员争当分类先锋

记 者 崔小明
通讯员 徐 良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
的全国美展每 5 年举办一次，受到
全国艺术界的广泛关注。为什么第
十三届全国美展综合材料绘画展会
落户宁波？昨天，记者专访了市文联
副主席、宁波美术馆馆长韩利诚。

韩利诚说，全国美展综合材料
绘画展能落户宁波，首先得益于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多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社会主义
文艺的繁荣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

措施，致力于宁波文艺从高原走向
高峰。2009 年我市在全国率先成
立了当代艺术学会，引进当代艺术
领域的创新人才，集聚了一批当代
艺术家，并且每两年举办一次成果
展，为综合材料艺术的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在市委宣传部的关心
下，2015 年和 2017 年，宁波连续
成功举办两届全国综合材料绘画双
年展，两次展览分别被评为全国美
术馆优秀展览项目、全国美术馆优
秀展览提名项目。通过多年持续努
力，我市的综合材料绘画艺术在全
国处于领先地位。在 5年前的第十
二届全国美展中，我市画家葛晓弘
的综合材料绘画作品获得提名奖，
是浙江省唯一获奖作品，这标志着
宁波综合材料绘画已趋成熟。

韩利诚说，全国美展综合材料

绘画展能“花”落宁波，还因为综
合材料绘画艺术与宁波的城市气质
高度吻合。宁波是全国率先开放的
沿海城市，开放、包容、多元是城
市特征。而综合材料绘画的核心价
值是创新、方法是探索、目标是和
合，让多样的物质、多种技法有机
融合，体现至善至美。综合材料绘
画的这种强烈的美学精神与宁波城
市的人文精神高度契合。

此外，近年来宁波每年都举办
大型国内国际美术展，先后举办了
第 15 届亚洲艺术节、首届中国青
年漆画大展、第九届全国水彩/粉
画大展，以及 4届中东欧艺术大展
暨美术馆馆长论坛等重大展事活
动，宁波美术馆已成为浙江省乃至
全国当代艺术传播与展览的重要阵
地。在这些重大展览的筹办过程

中，宁波在作品维护、展览筹备、
展览布置、开幕，大型研讨会组
织、协调等各个方面积累了宝贵的
实践经验，具有娴熟的大展运作能
力，也确确实实培养了一批自实践
中走出来的艺术管理人才。

韩利诚说，宁波美术馆独特的
建筑风格也是专家们选择宁波的重
要因素。宁波美术馆由木料、钢
材、青砖等构筑，整个美术馆就是
综合材料的艺术品，这样的建筑式
样在全国美术馆中也不多见。综合
材料绘画艺术有综合性、开放性、
张力大的特点，要求展陈场地高大
空旷。而宁波美术馆中央大厅层高
10 米，这是独一无二的优势。综合
材料绘画展在宁波美术馆举办，集
合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各要素，一
定会给广大观众带来愉悦和惊喜。

全国美展综合材料绘画展为何“花”落宁波
——访市文联副主席、宁波美术馆馆长韩利诚

警民携手，将落水者吊上平台。 （警方供图)

红 榜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金旭 象山县委报道组陈光曙） 特
产展示、植物染非遗文化体验……
作为第二十二届中国 （象山） 开渔
节的配套活动之一，9月7日、8日
两晚，第七届中国 （象山） 海洋文
化夜市隆重举行，为市民送上了一
道丰盛的渔文化“大餐”。

本届海洋文化夜市以“与海洋
共 生 connect to ocean” 为 主 题 ，
诠释“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自
己”的理念。根据海洋渔文化产业
的行业分类、发展方向及不同功
能，夜市规划了美丽乡镇 （街道）
展示、生活集市、我是非遗人、后
备箱集市、2019科普日等8大主题
展区。

图为海洋文化夜市活动现场。
（金旭 沈孙晖 摄）

夜市品味
海洋文化

【上接第1版②】
在 5 所海岛学校任教期间，

陈青松住过三四平方米的小阁
楼，住过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的 仓 库 间 。 2010 年 有 了 孩 子
后 ， 他 才 住 上 20 平 方 米 的 套
间。学校就是他的家，办公室是
他待得最久的地方。经常是他出
门时儿子还没醒，归来时儿子已
睡着；孩子就读的幼儿园离学校
只有 1 公里，可 3 年内他只去开
过一次家长会。说起这些，陈青
松愧疚地笑了。

打好海岛孩子生命底色

“海岛与城区的物质差距在
逐步缩小，但教育理念上的差距
仍不小。”陈青松说，教孩子 6
年 ， 要 替 孩 子 想 60 年 。 他 把

“打好海岛孩子生命底色”贯穿
于整个学校教育。

运动能很好地激发孩子的生
命力。2009 年，鹤浦小学引进
手球项目，建起了手球场，成立
了全县首支校园手球队，孩子们
利用课余时间训练。第二年，12
名海岛女孩在全国小学生手球锦
标赛上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此
后，该校手球队多次登上全国性
比赛的领奖台，2015 年成为全
国手球传统学校。

陈青松在全校推广手球运
动：每个班级配备手球，建立三
个层次的手球社团——兴趣社、
入门社和竞技社，开展手球联
赛、手球宝贝评选、手球儿童画
比赛、手球征文等活动……让更
多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并拓展其
教育功能，形成校园文化。

在陈青松看来，人一生要交
两个“朋友”——运动场和图书
馆，越早交越好。他在每栋教学
楼里开设一个图书馆，依据不同
学段，每月更换书籍，学生可随
时阅读。同时，在行政楼开设教

师书吧，在接送等候区里开设家长
书吧。“在农村，学校不仅要教
学，还有文化传承功能，引导家长
和社会形成正确的教育理念。”

目前，该校初步构建起魅力手
球、运动健体、三操固体、思维拓
展、科学技术、生活实践、书香伴
行、文化艺术等 8类活动的校本课
程体系。

为更多年轻教师引路

2012 年陈青松初任鹤浦小学
校长时，教师队伍中年轻教师占七
成，他们有教育热情，但缺乏教学经
验，对此陈青松急在心里。他成立鹤
小学堂，以老带新；多方奔走，引进
专家蹲点帮扶；为青年教师量身定
制发展规划。同时，他作为发起人之
一，探索同质同类学校联合开展乡
村教师培养，各所乡村学校“抱团取
暖”，推动持续长久发展。

陈青松总说，每个老师都想成
为优秀教师，校长要尽最大力量帮
助教师追求价值的实现。付出终有
回报，这所海岛学校的老师们不断
创造成长纪录——教坛新秀达到两
位数，第一次产生县骨干教师、县
名师、市骨干教师，第一次有了县
级、市级和省部级课题……

长鼻子校车，免费营养午餐，
塑胶跑道，全县第 3个人工草坪球
场，多媒体教学器材……这所海岛
学校的硬件设施已与城里同步。海
岛教师每年补贴 2万多元，镇政府
还设立了奖教基金，单列教师培训
经费……22 年来海岛教育翻天覆
地的变化，陈青松历历在目。

这些年陈青松先后获得象山县
名校长、省春蚕奖等荣誉，今年 7
月获评宁波市首届骨干校长。

他坦言，年轻时看着同伴一个
个调离海岛，他也曾想过离开。然
而，作为海岛孩子的启蒙者，引领
孩子们不断成长，是一件更有意思
的事，所以他选择留下！

【紧接第 1版①】 积极推进集市
政照明、道路监控、交通信号、
通信基站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智
慧杆塔”应用和改造。此外，还将
免费开放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公
共机构等所属公共设施资源以及
城市道路、绿化带、公共绿地、公
园广场、公交站台等场所和设施，
加快开放国有企业、机场、港口、
客运站场等场所和设施，为5G基
站建设提供场地支持。

根据共建共享原则建设 5G
基站，究竟有什么益处？据专家
测算，单独建设一座基站耗时约
70 天，经过多单位配合，建设
周期能缩短到 10 天，节省建站
投资83%。

宏观地看，一座城市5G基站
的数量至少是4G基站的2倍，5G
基站的单价至少是 4G 基站的 2
倍，功耗至少是 4G 基站的 5 倍，
投资至少是4G基站的1.5倍。“在
4G 网络建设投资额的庞大基数
上，这1.5倍的增长会对运营商产
生极大的压力。因此，共建共享势
在必行。”业内人士表示。

根据《宁波市5G应用和产业
化实施方案》，宁波将“网络设施
全国领先”确定为5G发展目标之
一 ，计 划 2020 年 建 成 5G 基 站
6000 个，2021 年超过 1.2 万个，
2022 年达到 2 万个，实现普通乡
镇及以上区域5G信号全覆盖。

各大运营商也提出了具体目标。
宁波移动计划今年年底建成基站超
过2000个，覆盖面积405平方公里；
宁波电信计划 2020 年底建设基站
3500 个，实现宁波城区和周边区县

（市）中心区域5G信号连续覆盖；宁
波联通计划9月30日前完成第二批
5G试商用基站建设工作，基本实现
南部商务区、天一广场、文化广场为
核心的主城区连片区域覆盖。

目标已定，接下来就是加快速
度、提升质量，一方面尽快满足企
业和居民对 5G 网络的使用需求，
一方面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减少浪
费、提高效率。

“我们正在积极探寻5G共建共
享新模式，与电信、移动均在洽
谈。”在中国联通 2019年中期业绩
会上，董事长王晓初发出了运营商

“牵手”的积极讯号。他认为，未
来 5 年的 5G 建设周期中，依托共
建共享，每家运营商可以减少约
2000 亿元资本开支，节省大量铁
塔使用费、网络维护费用、电费。

共建共享效益远不止于此——
除了缩短建设周期、减少建设投
资，还能最大限度利用社会各类资
源，让 5G 的触角延伸至各行各
业。届时，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
的、装有 5G 设备的公共设施，将
成为公安、气象等部门开展监控监
测服务的重要载体，为城市的安全
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昨天，鄞州福明街道波波城社区为即将启程的新战士任浩瑄、任
浩玮双胞胎兄弟举行欢送活动，社工代表为兄弟俩戴上大红花，鼓励
他们在部队里练好本领，早日听到他们立功的喜讯。今年 18周岁的任
浩瑄、任浩玮是孪生兄弟，也是大学录取新生，参军入伍是他们从小
立下的志向。 （丁安 郭颖颖 摄）

孪生兄弟参军报国

【紧接第1版③】充分认识到开展
重大事项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工作
的重要性，尤其要正确处理风险
评估与防范风险的关系，以防风
险倒逼评估机制的落实，切实减
少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要注重试点引领，紧盯重点
部门、重点领域、行业机构，明
确工作标准和要求，有效破解当
前评估工作中的难点问题，特别
是第三方评估管理试点工作要做

到经验可推广、可复制。要深化
完善工作机制，注重制度保障，
持续推动全市各级建立健全党委
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主管
部门具体负责、第三方积极参
与、专家论证把关的组织领导体
制和科学工作机制，有效增强重
大事项分析、评估和决策的透明
度和有效性。

会上，刘慧杰对提案办理工
作表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