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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地区考古首次发现简牍类
文书。昨日，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
究院发布余姚市花园新村汉六朝遗
址考古成果。领队许超介绍，这是
一处典型的汉文化遗址，简牍类文
书是本次考古发掘的一项重要收
获，“遗址出土的木觚文书，是余
姚作为‘文献名邦’的实证，更是
研究东汉早中期东南地区民间宗教
信仰的重要材料”。

2020 年 7 月至 11 月，为配合
余姚市梨洲街道花园新村 1-6 号地
块的出让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复
同意后，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
院联合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复
旦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单位，对
该地块内前期勘探发现的汉六朝遗
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许超介绍，遗址地处明清时期
的余姚县城南城的巽水门外，地势
低洼。发掘平均深度 1.3 米，地层
堆积可分五层。遗址主体堆积为一
处汉代濒水遗存，也有少量的六朝
遗存。共发现了河道、临河护岸、
木构设施、灰坑等遗迹十余处，出
土陶、瓷、石、铜、木、骨器等各
类小件标本 300 余件，还采集了一
定数量的动植物遗存。

4 组临河护岸主体皆由木桩构
筑。1 号护岸结构复杂，由南北两组
木桩构成，北侧第一组木桩内侧（近
岸端）置横木或横向叠置竹竿，竹竿
内侧再以纵向的竹子加固。第二组
木桩又分两排，呈人字形交叉，内侧
同样横向叠置竹竿。许超说，推测 1
号护岸的两组木桩之上可能搭建有
木板形成栈道，木桩内侧横置的横
木或竹竿起着挡土的功用。

2 号护岸木桩内侧同样见有横
向叠置的竹竿，中部还见有伸向南
侧水域中的两排木桩，推测为供舟
船停靠的栈桥式码头。

4 组木构设施中，1 号木构设施
各排木桩的排列左右交错，西部、南
部的木桩外围有竹编。南部木桩之
外有用细竹子削尖后密集插入地面
形成的竹篱。4 号木构设施位于遗
址中北部灰黄沉积土台地上，主体
由直径 6 厘米至 8 厘米的木桩构筑。
该组木构设施西侧、北侧有两重木
桩，内部有坑，坑内出土多只草鞋。

300 余件出土遗物中，陶器以
泥质黑陶、灰陶器为主，还有少量
釉陶器、印纹硬陶器。青瓷可辨器
型有两晋、南朝时期的越窑青瓷
盏、湘阴窑碗，以及鸟头瓷塑。铜
器有铜钱及铜削、铜环等。木器有
盆、梳篦及各类加工后的建筑材
料。此外还出土大量的砖块、板

瓦、筒瓦及少量的云纹瓦当等建筑
构件。

许超说，简牍类文书是本次考
古发掘的一项重要收获，出土封
检、木觚、正反面墨书的木板各一
件。这是宁波地区考古发掘首次发
现简牍类文书。“考古出土的木觚
以湖南、湖北为多见，东南地区很
少见。此次发现的木觚文书，也是
余姚作为‘文献名邦’的实证。”

木觚出土于河道堆积中，全长
46 厘 米 ， 由 一 根 木 材 纵 剖 而 成 ，
正面六棱五行，刷朱漆，五行皆有
隶体墨书。许超说，木觚虽然有所
残损，但仍可辨识出 150 余字，初
步释读可知，其内容为东汉永平十
七年 （74）“天帝使者”为余姚县

官□乡临江里男子孙少伯祈福禳病
而告社君的文书。

许超认为，花园新村汉六朝遗
址的考古发掘是浙江地区汉代基层
聚落考古的重大收获，对于全面认
识本地区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遗
址具有鲜明的濒水特征，木构设施
中木、竹类材质的构筑工艺皆可溯
源自本地区的史前遗址。遗址出土
的木觚文书，是余姚作为“文献名
邦”的实证，更是研究东汉早中期
东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的重要材
料。同时，遗址濒临明清时期的余
姚南城，与东汉晚期以来的余姚县
城隔江相望，可以说是余姚南北双
城的雏形，对研究余姚古代城市发
展也具有重要价值。

余姚花园新村汉六朝遗址考古成果公布

宁波地区首次出土简牍类文书

泥质陶罐、盆、钵。

（图片由宁波市文化遗产
管理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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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打造全国文明城市典范城市

本报讯（记 者黄程 通 讯 员
陆巍 王涛）伦敦泰晤士河水岸，巴
黎塞纳河左岸，上海黄浦江畔⋯⋯
高品质的滨江水岸，往往是一个城
市最亮丽的名片。昨天上午，宁波文
创港核心区滨江水岸样板段项目

（一期）工程正式开工。不久，宁波人
也将拥有自己的世界级滨江水岸。

由同济大学吴志强院士领衔规
划的文创港滨江水岸项目，总用地
面积约 31万平方米，位于甬江北岸，
西至庆丰桥，东至江北大河，岸线长
度 2.4 公里，包含滨江景观带及指状
绿地、核心区道路市政设施、智轨工
程、滨江码头防洪堤建设三部分。

此次先行启动的核心区滨江水
岸样板段项目（一期）工程，以“文创
港、甬江浪”为主题，位于中兴大桥
两侧，公园绿化总用地面积约为 7.4
万平方米，呈“U”型分布，东西两端
如指状向城市腹地延伸、渗透。

据介绍，为了把样板段项目建
成一流工程，江北区政府主要领导
曾多次带队赴上海考察，与吴志强
院士进行面对面交流，重走习近平
总书记走过的杨浦滨江公共空间，
汲取先进经验，力求设计方案更上
一层楼。

为最大限度打开江景视野，结
合防汛功能，文创港规划采用了滨
水六层级的多维立体规划理念。公

共岸线、滨江公共设施、上盖空间、
波浪退台商业综合体、点状商务高
层、连续高层住宅，设 60 米、80 米、
100 米、120 米、180 米多级高度体
系，形成高低错落、层次丰富的天际
线。滨江水岸项目是构成滨水六层

级多维立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样板段工程在保留码头、烟

囱、铁轨等工业遗存的基础上，还充
分考虑各年龄层市民的休闲需求，
布局休闲游憩类、生态教育类、文化
体验类等多样的活动空间，还配建

了社会停车场、体育健身场地、游客
中心等设施。”项目设计单位同济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关负责人张嵩
崴说。

据了解，该样板段工程计划工
期约 12 个月。

宁波将拥有世界级滨江水岸
文创港核心区滨江水岸样板段项目（一期）工程昨开工

本报讯（记者张昊） 昨日，我
市举行常态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月度讲评会，通报 11 月文明城
市创建日常巡查及“厉行节约、反
对餐桌”文明餐桌行动和 36 个街
道的专项检查的情况，部署全市常
态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精神，增强做好
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责任
感、使命感，深刻认识新时代精神
文明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
时代重任，准确把握精神文明建设
新要求，努力推进我市文明创建工
作迈上新台阶。

会议提出，今年我市高分夺得
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凝聚全市

上下干部群众的辛勤付出。文明城
市成为宁波的“金字招牌”，提升了
城市知名度美誉度。这一成绩来之
不易，更要倍加珍惜，整改提升薄弱
环节，守护好文明创建成果。打造全
国文明城市典范城市，是我市精神
文明建设的新起点，也是我市文明
创建的新目标。要实现这一新目标，
就要推动全域化高水平创建，力争
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县级全国文明
城市“满堂红”，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争先进位，为全国示范引领。

会议要求，科学谋划明年创建
工作思路，研究制定我市建设全国
文明城市典范城市实施意见，扎实
推动创建工作取得新成效。要坚持
不懈，久久为功，推进台账资料收
集常态化、文明风尚行动常态化、
检查督察常态化、创建宣传常态
化，以全过程创建、全域化创建、
全领域创建、全人员创建，努力实
现“你我他齐动手”、创建无盲区
死角，为宁波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典
范城市作出新的贡献。

我市举行常态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月度讲评会

文创港核心区滨江水岸效果图。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何峰）昨日下午，
市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工作民主评议
会，对今年市商务局提案办理工作
进行民主评议。与会人员对市商务
局提案办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
时也提出了意见建议。

市商务局汇报了今年政协提案
办理工作情况。今年市商务局承办政
协提案66件，其中主办30件、协办36
件，内容涉及外贸扶持、复工复产、跨
境电商、民生消费等多个方面。主办
提案中，相关建议全部采纳 13件，部
分采纳 15 件，解释说明 2 件。从委员
反馈情况看，委员对提案办理工作满
意率和办理结果满意率均为100%。

评议会上，政协委员与评议单
位开展了面对面协商交流，受邀的

第三方机构发表了评价意见。会议
认为，办理单位在提案办理中坚持
以质量为先，深入开展调研，将提案
办理工作与形势变化相结合，积极
抓紧落实，对落实有难度的积极创
造条件有序推进，保证了提案办理
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与会委员对进一步做好提案工
作发表了意见。市商务局表示，将进
一步把提案办理作为重要契机和抓
手，深化与部门工作的结合，力争办
理一件提案，解决一个问题，推进一
方面工作；不断健全完善提案办理
工作的制度机制，切实提高提案办
理工作水平，抓好提案办理落实的
跟踪问效，件件有回复，事事有落
实，确保办出实效。

市政协民主评议
市商务局提案办理工作

本报讯 （记者张昊） 昨天上
午，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与
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在甬共同举办
全国晚报总编辑宁波行暨媒体深融
研讨会。全国近 40 家晚报 （都市
报） 的负责人和相关领导、专家学
者齐聚宁波，共商媒体深度融合的
路径，探讨智赢未来的方略。

《宁波晚报》 创刊 25 年来，从
一家以传统媒体为主的新闻单位，
转变为以新媒体客户端为核心、纸
媒发行量 30 万份、拥有 20 多个微
博、微信客户端的全媒体集群，受
众覆盖超千万。

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发来贺
信。贺信说，25 年来，《宁波晚报》始
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正确舆论导

向，秉持“心系寻常百姓 可读可用
可亲”的办报宗旨，贴近群众服务群
众，用一篇篇“接地气”“冒热气”的
新闻佳作，实录进步与变革，传递温
暖与力量，赢得了甬城市民的信任
和青睐，为宁波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愿你们
加快深度融合发展，牢牢占据舆论
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
民的传播制高点，更好地为促进宁
波经济社会发展鼓劲加油。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博导宋建
武等专家学者发表演讲，与全国晚
报负责人一道就如何推动媒体在体
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
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建立
全媒体传播体系开展深入探讨。

《宁波晚报》创刊25周年

全国晚报总编辑宁波行
暨媒体深融研讨会在甬举办

见习记者 苟雯

昨天，在余姚鹿亭乡农合联中
村服务社，负责人林倩倩正在帮助
村里 3 位老年人办理小额取现业
务。“有的老年人不会用 ATM 机
取款，就可以拿着身份证和存折到
这里来，我可以帮助他们免费办理
小额取现。”

服务社里设有余姚农商行的简
易服务点，还有顺丰快递接单点和
供销社的代销点。“只要有快件，
顺丰快递每天下午都会来服务社取
件。”林倩倩说，“村民有快递要
寄，就到社里来，我帮他们填单，
不收服务费。村民取快递也到这里
来。”

这些在城区居民看起来稀松平
常的小事情，对山区居民来说并不
容易。鹿亭乡地处山区，人流量

小，老年居民占比达到 80%，运输
成本高，服务商进驻经营势必要亏
本。

谈起建设服务社的初衷，鹿亭
乡副乡长谢晨说，把政府提供的公
共服务与供销、快递等服务商提供
的经营服务整合在一起建立综合服
务社，交给联创客来经营，人员工
资各方都出一点，再加上经营服务
收入，能够保障服务社的持续运
行，确确实实给村民生活带来了方
便。

如今，老年村民到这里还可以
办理农产品代销、医院线上预约挂
号、保险缴费、电费交纳等多项服
务。中村服务社的销售额今年有上
百万元。

今年，鹿亭乡中村数字乡村建
设成功入选全国 14 个乡村振兴村
级典型案例。

老有所享：

“数字乡村”没有落下老年村民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陈
超 余明霞）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
获悉，市发改委近日批复了杭甬高
速复线宁波段二期甬绍界至小曹娥
互通段工可，项目前期工作完成阶
段性节点。

该项目是杭州湾地区环线并
行 线 G92N 的 组 成 部 分 ， 也 是 我
市高速公路网“二环十射四连四
疏港”中的通往杭绍方向一射的
组成部分。项目路线长约 14.4 公

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投资约 71.9 亿元。其建设对
于提升杭州湾环湾通道能力、完
善宁波舟山港集疏运网络、促进
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经努力争取，该项目被列入交
通运输部 2020—2021 年推进前期
工作和建设的公路水路重点项目计
划，提前开展了工可咨询评估工
作。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二期甬绍界
至小曹娥互通段通过工可批复

泗门北互通效果图。 （市交通运输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