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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严辉 徐春
伟） 日前，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研究人员在
日本内阁文库发现了一份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六月五日宁波府发给日本遣明使的公文《宁
波府谕日本使臣周良》。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明
代宁波公文，也是已知最早的浙江明代涉外公
文。它是宁波（镇海）作为我国官方海丝之路启
碇港的直接证明。

自永乐年间起，明日朝贡关系建立，以堪
合符为凭。日本通过堪合贸易，其利甚为丰
厚，因此一直被日本幕府和有实力的大名视为
重要经济来源。明朝对此也作了限制，规定日
本十年一贡，并对日本使团的人数和船数都有
限制，“贡毋过三船，人毋过三百”。

嘉靖年间，合法堪合贸易被周防国大名大
内氏掌控。然而，盗贼盗取了保存在大内氏宝
库里的勘合符券。当主大内义隆唯恐别人拿着
勘合符“伪贡”，他委托日本嵯峨天龙寺高僧
策彦周良担任正使，提前两年进贡。

此次是策彦周良第二次入明。周良带着 4
艘贡船、637 名伴随人员来到镇海洋面后。明
朝地方政府认为日本使团未及期，无堪合表
文，人、船又过额，不符合规定。定海县 （今
镇海，下同）、宁波府、定临观把总、浙江海
道司、浙江市舶提举司等在宁波的各级官府不

断发文阻拦，让他到达规定日期后再进贡。嘉
靖二十六年六月五日 《宁波府谕日本使臣周
良》 便是其中的一份公文，也是保留下来最早
的一份公文。从这份公文得知，宁波知府魏良
贵不敢让周良进入镇海，要求他暂时回国，到
达日期后再来进贡；否则会违背皇帝“圣意”
及明朝法令。

值得注意的是，《宁波府谕日本使臣周
良》 这篇公文的落款处，除了“寧波府”三字
外，还有一个盛行于元明清三代的官府画押。
花押又称画押或押字，是官吏在文书页面上多
处创造性地画出一种特定的符号，防止其他官
吏伪造文书或涂改相关内容。这个花押也是现
存最早的明代宁波官府花押，堪称明代的“宁
波官方 LOGO”。它在两横之间的圈里，画了
一个形似小鸟的符号。

周良回国后，将宁波各衙门发给他的公文
保存了下来。后来，这些公文大部分被江户时
代汉学大儒雨森芳洲所藏。同时代另一位大儒
青木昆阳，则收录了这份宁波府谕。目前，这
些明代宁波公文被日本文物部门定级为仅次于
国宝的“重要文化财”。这些公文成为今人了
解明代外交情况、明代宁波官府运作情况的珍
贵文献，也是宁波 （镇海） 作为我国官方海丝
之路启碇港的直接证明。

明代宁波府公文为海丝之路再添史证
公文附有明代宁波“城市形象LOGO”

宁波府谕和宁波府花押。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余
明霞） 近日，在宋诏桥铁路桥下，
一列由绿皮火车车厢改造的咖啡店
成为网红打卡点，这个名叫“鹂西
走廊”的地方以前是杂草丛生的旧
铁路沿线，而不久后，位于五乡的

“高线公园”也将建成对外开放。
从脏乱差路段变为网红打卡点，得
益于铁路、属地乡镇共同推行的

“双段长制”。
在全面推进铁路沿线环境安全

隐患治理过程中，我市交通部门积
极协调铁路部门和属地政府，搭起
合作桥梁纽带，按照“路地协同、
畅通有序”的协作机制，根据铁路
沿 线 市 本 级 、 区 县 （市）、 乡 镇

（街道） 三级行政，由地方、铁路
各确定一名段长，共同负责铁路沿
线外部环境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巡
查、会商、处置机制，把铁路沿线
外部环境安全隐患综合治理工作纳
入属地“网格化”管理范畴。

“双段长制”中“铁路段长”
主要负责铁路线路封闭区域内及在
建铁路施工区域铁路安全环境问题
综合治理；“地方段长”主要负责
铁 路 线 路 封 闭 区 域 外 100 米 控 制
区，部分区段延伸至 500 米可视范
围内铁路安全环境问题综合治理。

宁波萧甬铁路北仑支线五乡辖
区将以 TOD 交通模式为主导，以
运动休闲、文化体验为功能依托，

展示场地过去与未来特色和城市入
户形象的铁路主题公园——987 高
线公园，主题为“时间与城市的窗
口”。其铁路地面段的边坡覆绿、
声屏障彩绘、桥下空间休闲设施设
置等均由鄞州区政府、鄞州区铁路
整治办、五乡镇政府等相关部门会
同设计、建设单位与铁路宁波工务
段、萧甬公司、上海通信段等单位
召开联席会议，经过充分沟通、商
讨，精诚合作，审批通过后开展各
项具体工作。

已经建成的“鹂西走廊”，铁
路与地方的“双段长制”也发挥了

“铁路+地方”的双重效应：铁路
方特意拉出了枕木和废旧的火车

头，搭起了“枕木道”，社区以用
带管，积极发动辖区范围的机关单
位、爱心企业、党员、居民骨干和
志愿者共同参与。

据悉，我市已明确铁路沿线市
级“双段长”2 名、区县级“双段
长”10 名、乡镇 （街道） 级“双
段长”55 名，实现铁路沿线 9 个区
县 （市） 45 个乡镇 （街道） 全覆
盖。目前，已完成高铁沿线环境安
全隐患治理 221 处，持续治理普铁
沿线环境安全隐患 453 处。铁路沿
线私搭乱建、倾倒垃圾、废弃物及
排污排水等各类影响铁路安全现象
明显减少，两侧环境得到有效治理
和显著提升。

曾经的脏乱差路段如今成网红打卡点

铁路与地方“双段长制”守护铁路沿线

前天晚上，“温暖 2021”宁波青少年新年音乐会在宁波音乐厅举行。
来自宁波音乐港青少年交响乐团、法伊娜声乐协奏团、宁波音乐港青少年
音乐剧团、鄞州中学蓝青民乐团的孩子们，将一首首动人的曲目带到现
场，为在场观众献上一场音乐盛宴。 （张鸿权 陈结生 摄）

童声传唱温暖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金
慧君 鲍丹萍） 昨日，“‘鄞’着曙
光、乘风破浪”2021 鄞州“季”节
启动仪式暨“二月二·龙抬头”云
龙龙舟主题活动在鄞州区云龙镇龙
舟基地举行，近万名群众在长山江
两岸驻足观看，场面十分壮观。

本次活动由宁波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鄞州区人民政府、浙江省旅
游协会共同主办，鄞州区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云龙镇人民政府承
办。现场采取“1+X”主会场+分
会场形式，除了云龙主会场外，鄞
州区姜山、咸祥、东胜等 11 个镇

（街道） 作为分会场同步联动，通
过网上视频+图文直播的形式，让
市民“云游鄞州”。

启动仪式开始前，在云龙镇龙
舟基地，云龙镇冠英村和石桥村的
传统龙舟举行了龙舟下水活动，16
条全新的国标小龙舟进行了龙舟点
睛仪式，同时举行了岸上腰鼓表演
和水里打鼓表演，长山江畔锣鼓喧
天，一派热闹景象。随着巡游发令锣
的敲响，18 支龙舟队伍、238 名龙舟
队员排成两列长队，分成两路开始
了“二月二·龙抬头”龙舟大巡游。

据悉，本次龙舟巡游水上航线
长 37.13 公里。同时，岸上还设置
了美食展示和品尝区，做到村村参
与，啦啦队夹道欢迎，参与人数超
2 万人次。

2021 年，鄞州区将结合“十
四五”的发展要求，再度深化打造

鄞州“季”节这一品牌，继续创新
形式内容，丰富活动内涵，将推出
100 余 个 主 题 文 旅 节 庆 活 动 。

“2021 鄞 州 ‘ 季 ’ 节 系 列 活 动 以
春、夏、秋、冬四季分界，结合时
令、地理、节日、赛事、民俗等元
素，推出具有季节特色和鄞州地域

特色的节庆活动，欢庆一整年。”
在活动现场，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局长王力波细数今年的鄞
州“季”节系列活动，如春季的马
鲛鱼文化节、夏季的清凉音乐节、
秋季的梭子蟹垂钓节以及冬季的雪
菜文化节，精彩纷呈的四季活动令
人期待。

此外，鄞州还推出 8 条红色之
旅精品线路，如“幸福/下应·体
验游”“美好/东吴·乡村游”和

“古韵/瞻岐·研学游”“人文/塘
溪·故里行”等。追溯堇山赤水的

“红色基因”，帮助游客探寻“红色
印记”。为了更好地展现鄞州的红
色旅游资源，“重走初心路·再燃
红色情”2021 鄞州红色之旅全媒
体纪行活动也在当日启动。

为了更好地发动社会力量，鼓
励更多人去发现、捕捉、记录鄞州
之美，鄞州区还在启动仪式上向全
社会发布了 2021“醉美鄞州”短视
频酷拍创意大赛的征集令。大赛为
期 7 个月，将以“网络投票+专家综
合评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选，
决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等。

当天，云龙镇还在主会场龙舟
基 地 推 出 了 独 具 特 色 的 “ 龙 舟
宴”，羽人竞渡酒香鸭、长山江青
鱼划水、雄黄酒醉虾、同舟共济小
龙虾等 10 道主菜组成传统龙舟菜。

鄞州云龙大型民俗活动好热闹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王珏 索向鲁） 近日，家住北仑郭
巨的张大爷获得了一笔低收入农户
综合性保险理赔款，他感激地道：

“这个保险我们老百姓一分钱都不
用出，全部由财政买单，真的很感
谢政府。”记者从北仑区农业农村
局了解到，北仑区低收入农户综合
性保险已于日前完成首批赔付工
作，对去年 8 月 15 日到今年 1 月 15
日期间，参保人员发生的保险责任
内的意外医疗门诊、住院和特病门
诊费用补充、护理津贴等相关医疗
支出，累计赔付 38 万余元，该区 237
人次低收入农户收到了理赔款。

据了解，被保险人享有意外身
故、残疾保障 2 万元，意外医疗门诊
保障 1 万元，住院和特病门诊费用
补充保障 40 万元，护理津贴保障
0.6 万元。其中，住院与特病门诊医
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城乡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补偿后，仍由个人承担的
合规医疗费用（不超过 50 万元），在
扣除 800 元后，按照 80%补偿。

据悉，低收入农户综合性保险
是以北仑区农业农村局作为投保
人，农村低保和农村低保边缘家庭
中的农业户籍人员作为被保险人，
通过财政资金帮扶，为低收入农户
提供医疗补充救助的创新项目。该
险种自去年 8 月 15 日起生效，目前，
已累计为北仑区 1684 名低收入人
员提供了高达 7.3 亿元的保险保障。

为体现政策的普惠性，减少因
病致困、因病返困现象，低收入农
户综合性保险在保单起保后，每月
将新增的低收入农户纳为被保险
人，享受相关政策待遇。对于已投
保的人员，在保险期间即使退出救
助，除离开宁波大市外，仍可享受
相关政策待遇。

“之后我们会通过动态管理，
对每月新增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
做到应保尽保，确保低收入农户综
合性保险覆盖率达到 100%，进一
步提升农户生活质量，增强农户幸
福感和获得感。”该区农业农村局
有关负责人说。

北仑为低收入农户
上好“保险锁”
首批237人次获赔38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实习生
常程程 通讯员徐良） 前天，76
岁的陈承豹老人个人画展在宁波美
术馆举行。

陈承豹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
（现中国美院） 国画系，曾师从吴
茀之、诸乐三、陆抑非、卢坤峰等
教授学花鸟画，师从李震坚、方增
先、宋忠元、顾生岳、吴山明等教
授学人物画，师从童中焘、孔仲起
等教授学山水画，师从陆维钊教授
学书法，师从王伯敏教授学美术史
论，师从章祖安教授学文学。陈承
豹系中国美协会员，浙江当代中国
画研究院画师。

陈承豹的作品曾 7 次入选国家
级大展，如 《山家》 入选第七届全
国美展、《无题》 获第二届全国工
笔画大展优秀奖等。中国美院教

授、著名宁波籍山水画大师孔仲起
先生曾评价其山水画作品“严谨而
松动，丰满而虚灵，富有传统意
味，讲求生活情趣”。

陈承豹崇尚师法自然，重视深
入生活，艺术风格鲜明。多年来他
或游走于崇山峻岭，或寻觅于乡野
田园，或涉足于海岛渔村，更钟情
于家乡四明山、天台山，积累了大
量写生素材。他以情写景，情景交
融，作品富有感人的意境和诗意。

陈承豹还是位多才多艺的艺术
家，涉足书画、艺评、文学、音乐、戏
剧等领域。这次展览呈现陈承豹山
水、花鸟、人物及书法作品 100余件，
另有写生作品近 40 幅。同时举行
的还有其 《意象通融·陈承豹书画
集》 等三本新著的首发仪式。

展览将持续至 3 月 28 日。

陈承豹画展亮相宁波美术馆

本报讯（见习记者孙雨萱 通
讯员林肃方） 近年来，随着私家车
数量增加，汽车自燃事故频发。那
么，私家车应该配备干粉型灭火
器，还是水基型灭火器？配备多
大容量灭火器较佳？近日，北仑
区消防救援大队在戚家山消防救
援 站 开 展 了 扑 救 汽 车 火 灾 实 验，
分组选用不同容量的干粉型和水基
型灭火器、采取不同的方式，扑救
汽车引擎盖火灾，用现场实验来给
出“答案”。

为探究小容量灭火器的灭火效
果，消防员先后使用 500 毫升水基
型灭火器和 1 千克干粉型灭火器对
汽车着火点进行喷射。现场情况证
明，小容量灭火器不足以完全灭火。
接着，消防员又分别使用 2 升水基
型灭火器和 2 千克干粉型灭火器喷
射汽车着火点，前者用时 12 秒熄灭
表面明火，后者用时 29 秒。实验相
关负责人表示，从灭火性能、性价
比、便捷性等方面考虑，车主可在车

上配备 2 升水基型灭火器。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车主顾忌

明火，直接对着闭合的引擎盖使用
灭火器。为检验这种灭火方式的效
果，消防员选用多种灭火器通过缝
隙向着火的引擎盖内喷射，灭火效
果均不佳——引擎盖缝隙依旧不断
有烟雾冒出，打开引擎盖后发现起
火点仍在燃烧。

消防部门提醒：私家车在行车
过程中发生自燃时，不管火势大小
都要第一时间报警。汽车自燃后的 3
分钟内，是灭火自救最佳时间，车主
可以尝试采取正确的方式自行扑救
——迅速将引擎盖打开，用灭火器
直接对准火焰的根部进行喷射，这
样能够有效灭火。但如果燃烧时间
已经超过 3 分钟，引擎盖变色起泡，
且冒出大量浓烟，车主不要轻易在
未做防护的情况下打开引擎盖进行
灭火自救，否则很可能被高温灼伤，
甚至被明火烧伤。此时，车内人员的
最佳选择是迅速撤离，等待救援。

消防实验告诉你：

扑灭汽车火灾哪种灭火器强

消防员对闭合引擎盖使用灭火器。 （褚可玮 摄）

云龙龙舟主题活动现场。 （林 海 摄）

【紧接第1版】 全国人大代表黄政
仁在全国两会期间建议，做好河姆
渡等相关遗址保护展示和价值研究
工作。

在持续加强与省文物局、省考
古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相关
单位的对接中，余姚强化考古调查、
勘探、发掘和研究等基础性工作，着
力实施井头山遗址、施岙古水稻田
遗址等河姆渡文化考古发掘，还开
展了余姚城区以东姚江河谷平原约
30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河姆渡文化
遗址考古调查。今年初，井头山遗址
成为余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

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同时公布。井
头山遗址二期发掘已获国家文物局
批准，将在遗址西侧区域扩大发掘，
以期取得更大突破，全面揭示和认
识井头山遗址的独特价值。

目前，河姆渡考古遗址公园考
古勘探项目、河姆渡生态园生物多
样性调查项目已完成，相关报告已
通过评审验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文物影响评估项目编制单位完成招
标。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
工作计划完成首轮专家讨论，正积
极落实建设可行性研究和项目建设
计划书等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