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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项
聪颖 褚楚） 宁波博物馆两大特展
将于明日揭幕，自然科普类展览

《守望——濒危动物展》 展出 140
余种濒危动物的标本，《曼妙丝语
——诺丁汉蕾丝及蕾丝制造展》 展
出来自英国诺丁汉城市博物馆和美
术馆的 143 套展品。记者昨日在两
大展览的媒体探营活动中获悉，明
日起，宁波博物馆预约人数从每日
2000 人调整为 4000 人。

宁波博物馆策划展览部徐琴在
展厅现场介绍：“宁波博物馆已经
多年连续举办暑期自然科普类展
览，不管是观众念念不忘的恐龙化
石展，还是让人深受震撼的生物进
化展，以及本次推出的濒危动物
展，都在向广大观众尤其是未成年
人，传递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倡导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守望——濒危动物
展》 由宁波博物馆和内蒙古自然博
物馆主办，除了 140 余种濒危动物
的标本，展览还以大量的图文板块
勾勒出濒危动物的生存环境和困
境，以实际案例讲述中国濒危动物
保护的巨大成果和丰富经验。

《守望——濒危动物展》 展出

了包括极地冰川、湿地、森林、草
原、雨林在内的多个自然生态环
境，同时，还展出了内蒙古的 50
余 种 湿 地 候 鸟 和 20 余 种 草 原 动
物。本次展览还展出了中国濒危动
物保护十大成功案例，包括大熊
猫、亚洲象、朱鹮、川金丝猴、东
北虎等。在了解案例的同时，也让
观众了解濒危动物保护的几个关键
词——保护栖息地、人工繁殖、禁
止盗猎及减少人与动物的冲突。

展厅中设置了多个互动装置，
观众可以聆听动物发出的不同声
音、观看纪录片，通过声光影的烘
托，让展厅变成动物们的“游乐
场”。

《曼妙丝语——诺丁汉蕾丝及
蕾丝制造展》 将让市民了解蕾丝制
作方法的演进、不同的工艺以及用
途等。宁波与诺丁汉自 2005 年 9 月
结为友好城市，两地博物馆作为城
市文化外交使者一直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此次展览是两地合
作的第一个文物类展览，着眼于蕾
丝这一极具诺丁汉城市特色的文化
符号，为两地的文化交流建立新的
纽带，为城市间的文化互动搭建新
的舞台。

宁波博物馆将推出两大特展
《守望——濒危动物展》《曼妙丝语——诺丁汉蕾丝及蕾丝制造展》各具特色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魏
震江 胡学才） 记者昨日从宁波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获悉，在中央宣传
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文物局公布的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片区分县名单上，我市海曙
区、江北区、北仑区、镇海区、余
姚市、慈溪市入选浙东片区分县名
单。

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分县名单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
根据地为主体，按照集中连片、突
出重点、国家统筹、区划完整的原
则，统筹考虑红军长征、西路军、
东北抗日联军的革命史实和中国共
产党领导西藏、新疆人民的革命活
动，坚持以革命史实为基础、以党
史权威文献和中共党史研究最新成
果为参考、以革命文物为依据，确
定 片 区 共 计 22 个 ， 涉 及 31 个 省
228 个市 988 个县。

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
光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
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是革命文
化的物质载体，是激发爱国热情、

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是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市各地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扎实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
作，革命文物家底基本摸清，革命
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革命文物
教育功能不断强化。各地围绕改革
开放 4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
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统筹
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着
力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修复和展示
传播，着力深化革命文物价值挖
掘和利用创新，着力提升革命文
物 公 共 服 务 水 平 和 社 会 教 育 效
果，较好地发挥了革命文物资源
在服务大局、资政育人和推动发
展方面的独特作用。目前，全市
各地依托革命文物，基本建成北
仑张人亚党章学堂、余姚横坎头

“浙东红村”等 50 余个红色教育
基地。

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分县名单公布

宁波4区2市
入选浙东片区分县名单

昨天，宁波博物馆工作人员正在布置《守望——濒危动物展》。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张昊）致敬抗疫英
雄，争当时代先锋。昨日下午，我市举
办 2020 年宁波市道德模范故事汇巡
演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典型学习
宣传活动，大力弘扬我市疫情期间涌
现的宁波战疫好人先进事迹和崇高精
神。活动以事迹展览、现场交流、文艺
演出、网络互动等形式，生动展现了道
德模范和 48位战疫好人的先进事迹。
全市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代表和市民
群众共同见证道德传承，感受榜样力
量。

今年抗击新冠疫情以来，在市委、
市政府有力领导下，全市人民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涌现出一大批战疫先进
典型，经过市、县（区）、街道（社区、村
镇）三级推荐，产生了医务工作者、基
层干部、普通群众、志愿团队、爱心企
业家等五个类别共48名“宁波好人（战
疫好人）”。

“白衣执甲，千里驰援。”宁波市援
武汉医疗队临时党委副书记、宁波市
康宁医院副院长禹海航、辞职赴武汉
的 95后男护士郑益欢，讲述宁波的白
衣天使们勇担使命，不顾个人安危，组
建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的故事。慷慨
赴荆楚，战疫显真情，宁波医护工作者
用白色衣衫筑起生命城墙、守护人间
希望，让现场观众感动落泪。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和赶
赴一线的医护人员并肩战斗的还有在
平凡岗位上为胜利默默坚守的普通

人。基层干部、企业家、志愿者团体、普
通市民万众一心，铸起疫情防控的坚
实长城。鄞州区疾控中心主任林鸿波、
浙江战疫好人谢向杰在现场与观众互
动。战疫好人的故事用满怀大爱的一
举一动、一言一行，生动诠释了道德的
温暖和人性的光辉，凝聚起了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

市文明办负责人表示，此次现场
交流活动是我市疫情发生以来精神文
明建设和人民群众社会文明素养的一
次集中检阅，也是致敬疫情期间涌现
的“宁波好人（战疫好人）”崇高精神。

先进典型是有形的正能量，也是
鲜活的价值观。为大力弘扬“最美”精
神，市文明办组建了巡讲团赴各区县

（市）开展巡讲报告会，在公园、广场、
主干道以及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
化设施举办道德模范、疫情防控先进
典型专题展览。宁波市曲艺家协会文
艺工作者根据道德模范、疫情防控先
进典型事迹创作一批文艺节目，赴基
层开展巡演活动，在全社会推动形成
崇德向善、德行天下浓厚氛围。

市文明办负责人表示，我市开展
道德模范系列学习宣传活动，将有助
于健全完善宁波市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发现、选树与宣传工作机制，把榜样
的精神力量和价值追求转化为全市人
民的道德追求、道德行为，为我市高标
准常态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争当“重
要窗口”模范生提供强大的道德支撑。

致敬英雄 感悟道德力量
——我市举行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典型学习宣传活动

一、医护人员类（共17例）
俞万钧 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党委书记
郑益欢 海曙区康复医院护士
王 伟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主管护师
褚欢欢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周 拓 宁波市第一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主管护师
陈海燕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潘晓丹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
唐静芳 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士
王海霞 宁波市中医院主管护师
王志宇 宁波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程嘉斌 宁波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宁波市援鄂医疗队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团队
宁波市第一医院新冠肺炎救治团队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团队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宁波市急救中心
二、基层干部类（共12例）
林鸿波 鄞州区疾控中心主任
林海云 北仑区郭巨街道峰南社区党总支书记
焦忠杰 北仑区新碶街道岭南村村委会主任
芦 杰 海曙区月湖街道城管队员
王剑英 奉化区松岙镇五百岙村党支部书记

王 旭 奉化区溪口镇人民政府干部
华其良 镇海区骆驼街道金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林继军 江北区甬江街道河西村党支部书记、街道人武部副部长
王国民 江北区庄桥街道洪家村党支部书记
郭克亮 象山县公安局新桥派出所民警
王光海 慈溪市新浦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
梅祖彬 杭州湾新区公安分局庵东派出所刑侦民警
三、普通群众类（8例）
夏慧星 宁波市石源出租汽车公司驾驶员
张国成 鄞州区姜山镇渔业村村民
林金良 海曙区中北文明车队队长
张义丁 奉化区剡溪志愿者协会会长
史丽琴 余姚市梨洲街道白鹂江景小区居民
戴祖安 宁海县深甽镇柘坑戴村村民
李叶彩 宁海县深甽镇马岙社区卫生服务站退休职工
沈方德 象山县石浦港应急救援队队长
四、企业负责人类（7例）
朱留锋 灯塔财经 CEO、武汉宁波经促会会长
金碧华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国祥 宁波舜韵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向杰 宁波铂丽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平范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世栋 浙江云朵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建荣 水艺集团、沁园集团、甬潮资本董事长
五、志愿服务团队（4例）
北仑“漾·公益”义工联合队

“37°爱”志愿者团队
慈溪“壹捌公益团”
镇海区澥浦镇“澥小美”志愿服务队

“宁波好人（战疫好人）”名单
（48例）

宁波市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先进典型学习宣传活动现场。 （周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