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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昨日上
午，我市第 33 个爱卫月现场活
动暨 《宁波市民健康公约》 发布
仪式在镇海区举行。我市首次发
布“健康公约甬十条”，倡议全
体市民将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好
做法、好习惯长期坚持下去，践
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
式，树立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的理念，健康宁波共建共享。

本次活动由市爱卫办、市文
明办和市健康办主办，以“文明
健康、绿色环保”为主题，以开
展一次“文明健康始于心”科普
活动、策划一次“低碳环保践于
行”群众实践活动、组织一次

“绿色家园齐守护”共建活动为
重点内容，将爱国卫生运动同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有机结
合，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新时代
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宁波行动。

爱国卫生月是爱国卫生运动

的 一 项 基 本 工 作 制 度 ， 始 于
1989 年，至今已连续开展 33 年。

《宁波市民健康公约》 由市
爱卫办和市健康办牵头起草，共
有十个方面的内容，简称“健康
公约甬十条”。具体内容如下：

科学防护戴口罩，咳嗽喷嚏
掩口鼻

清洁环境常通风，早晚刷牙
勤洗手

戒烟限酒爱运动，控油减盐
少食糖

公筷公勺拒野味，垃圾分类
重环保

定期体检打疫苗，平和心态
常欢笑

就“健康公约甬十条”，市
爱卫办和市健康办特别组织专家
集中编写了健康公约的释义问
答，将每项公约条款的核心信息
和具体内涵整理了 《宁波市民健
康公约》 十问十答。

《宁波市民健康公约》昨发布

1、如何做好个人科学防护？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密闭

公共场所、医疗机构就诊等，必须佩
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
科口罩。如有发热等不适症状时，尽
快就近到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2、咳嗽打喷嚏时该怎么做？
打喷嚏或者咳嗽时，要注重咳

嗽礼仪，尽可能避开他人，用纸巾
遮掩口鼻，然后将其扔入垃圾桶。

3、如何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每

天早中晚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
间不少于 30 分钟。室内工作场
所、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
全面禁烟。

4、如何正确刷牙和洗手？
每天早晚两次刷牙，每次刷

牙不少于 3 分钟，推荐使用巴氏
刷牙法。养成勤洗手习惯，掌握正
确的洗手方法（七步洗手法）。

5、如何戒烟限酒和适量运
动？

吸烟和二手烟会导致癌症、
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
种疾病，戒烟越早，获益越多。不
提倡饮酒，如饮酒应适量，成人一
天饮酒的酒精量男性不超过 25
克，女性不超过15克。运动应适度
量力，健康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
钟中等强度或 75 分钟高强度运
动，每周2-3次肌肉抗阻力锻炼。

6、怎样做到控油减盐少食糖？
应该培养清淡饮食习惯，成人

每天食盐不超过 5 克，每天烹调油
不超过 25 克-30 克，每天添加糖的
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7、为什么要倡导公勺公筷拒
食野味？

使用公筷公勺和分餐制能有效
减少唾液所携带病原微生物的传播
风险，提倡家庭成员固定餐具，集体
就餐时采用分餐制，使用公勺公筷。
每个人都应保护野生动物，尊重自
然，拒绝食用野味。

8、垃圾分类和健康的关系是
什么？

垃圾分类投放有利于在垃圾的

收集、运输、储存、处置的全过程中
减少和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
不利影响。倡导每位市民将垃圾进
行分类后再投放到规定场所，自觉
保持环境卫生。

9、为什么要倡导定期体检和
接种疫苗？

定期体检能够及时发现许多没
有明显症状、不易被察觉的疾病或者
健康隐患，有助于疾病的早发现、早诊
断和早治疗。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
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之一。

10、如何保持心态平和乐观？
保持乐观、开朗、豁达的生活态

度和积极的情绪，学会宽容，理性看
待挫折。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建立良
好的人际关系，践行文明健康、绿色
环保的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

宁波市民健康公约十问十答

记 者 陈朝霞
海曙区委报道组 孙 勇
通讯员 赵祎慧

春暖花开，四明山绿意盎然。沿
上大线盘山公路蜿蜒前行，过柘岭
隧道，在群山环抱和竹林掩映下，

“红色堡垒村”朱敏村映入眼帘。
因为附近乌岩山上石头黑如

墨，这里曾叫乌岩村，解放后，为缅
怀牺牲在黎明前夜的朱敏烈士，改
名朱敏村。村名的变迁，铭记着在腥
风血雨中奉献青春和热血的革命志
士，也激励着后人继承革命光荣传
统，在新时代凝心聚力奋勇前行。

追寻红色印迹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朱
敏村是浙东革命根据地——中共鄞
慈县工委办事处所在地，许多革命
志士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为民族解
放、人民翻身，与敌人英勇斗争，
朱敏就是其中之一。

朱敏生于 1929 年，上海吴淞
人。1945 年初在上海郁行中学参
加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之江大学
土木系。1948 年 1 月，党组织派他
到四明山任中共浙东临工委政治交

通员，不久，任鄞慈县工委直属民
运组组长。

在设于朱敏村内的横街镇革命
史迹陈列馆，81 岁的讲解员毛岩
峰说起朱敏的事迹非常动容：“朱
敏置白色恐怖于不顾，挨家挨户访
贫问苦，发动群众，先后组织穷人
翻身会、挑脚工会、竹器工会，开
展减租、减息、抗丁、抗粮斗争，
还组织培养了 20多名地下党员。他
和村民同吃住，帮着下地干活，村
民送来物资，自己掏钱买，深受群
众拥护和爱戴。”

1949 年 初 ，许 多 村 民 家 里 断
粮，饥寒交迫。朱敏决定下山向富裕
农民征借粮。“当时大家劝他不要出
去，避一避，但他表示，群众的事情
无小事。”毛岩峰说，时年 2 月 24 日，
朱敏借粮途中在翁岩平桥头与国民
党军队相遇，不幸被捕。

在狱中，朱敏经受了酷刑，严
守党的秘密，和战友写下了感人至
深的书信：“我们大概即将离开这
里了。前途当然是吉少凶多，但革
命本来是必须牺牲的，能够为革命
牺牲也是一件光荣的事⋯⋯”

1949 年 3 月 11 日，朱敏和萧
章、陈辉、徐角方同志被活埋在余
姚中村，时年不足 20 岁。

传承革命精神

“朱敏是为了村民的生计而牺
牲的。”毛岩峰说，朱敏的革命事
迹在村内家喻户晓，如今“朱敏”
二字已深深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
朱敏站、朱敏社区卫生服务站、朱
敏老年协会、朱敏文体中心⋯⋯村
内还有平桥头革命联络站遗址、朱
敏亭等“红色地标”。

记者在村党建公园内的朱敏亭
看到，一副对联铭刻在两边的石柱
上：群山环绕，万竹低舞哀忠魂；红
色古堡，烈士傲骨贯长虹，寄托了村
民对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深深哀思。

为进一步传承先烈的革命精神，
2000年，朱敏村村民筹资，利用村委
会原办公场所，建成朱敏烈士纪念
馆。后来在镇里统一安排下，投资200
余万元，提升为横街镇革命史迹陈列
馆，成为宁波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和
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记者看到，总面积为 400 多平
方米的陈列馆分上下两层。一楼为
朱敏村文化礼堂，有展览厅、报告
厅、接待厅、休息室等；二楼展陈
了一大批在横街献身的英烈照片、
事迹和实物。

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毛岩峰
一边擦拭着朱敏烈士雕像，一边告
诉记者，陈列馆建成后，村里总有
老人主动承担起义务讲解员的角
色，一任接一任，“先烈们的革命
精神要永远传承下去”。

发展红色旅游

时光流转，静立在四明山麓的
朱敏村如今有近 2600 名村民，正
致力打造市级红色革命旅游景区。

“朱敏等革命同志忠于党和人
民，以赤诚之心前赴后继，他们坚定
的革命信念、不屈不挠的革命大无畏
英雄气概已成为朱敏村宝贵的精神
财富，这是朱敏村发展红色旅游的

‘根和魂’。”朱敏村党总支书记毛志
倍表示。

毛志倍告诉记者，因为山多、地
少、人口密，朱敏村村民曾经生计困
难。“进出两条岭（柘岭、石源岭）、饭
包挂头颈，上磨肩胳，下磨脚底，冲
担两头尖，拔出换升米；镬烧红彤
彤，米还在扬岭红；水烧哼哼响，米
还在千丈坑”等民谣真实地反映了
早年村民的艰辛生活。

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朱敏
村发展日新月异。如今，隐岩、凤
爱公路和柘岭隧道先后开通，市区
开出的公交车开进村里；村内环保
厕所、高山水站相继建成，村民生
活便利了、村内环境更美了。

“依托秀美山水和红色文化，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我们正规划打造‘红色堡垒，灵秀
朱敏’，着力实现‘山秀、水清、
路净、人文、村富’五大目标。”毛
志倍介绍，下一步将重建文化礼堂、
完善党建公园设施、搬迁及扩建横
街镇革命史迹
陈列馆，同时
征集村里的老
照片、老物件、
老故事进行展
示，让红色文
化生生不息代
代相传。

四明山深处，红色文化生生不息
——探访“红色堡垒村”朱敏村

扫码看视频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王
永磊） 浙江考古微信公众号昨天发
布信息，余姚施岙古稻田遗址发现
宁波地区最早的独木舟。

施岙古稻田遗址位于余姚市三
七市镇相岙村施岙自然村西侧山谷
中，东南距田螺山遗址约 400 米。

2020 年下半年，施岙遗址考
古发掘发现了大面积的河姆渡文化
早期、晚期与良渚文化时期的古稻
田，河姆渡文化晚期与良渚文化时
期的古稻田均有比较清晰的道路系
统，尤其是良渚文化时期的道路呈

“井”字形结构。
施岙遗址考古发掘时为了解道

路延伸情况，考古队对局部道路进
行了解剖。2021 年 1 月中旬工地收
尾阶段，在其中一条道路东端解剖
沟中，除了发现十余根散乱木头
外，还发现了一段长约 1 米的凹弧
形木板，沿着弧形木板清理到探沟
外，发现其延伸 5 米多，后将其整
体清理出。

根据这段弧形木板的形态来
看，应是一残独木舟。因水稻田比
较泥泞，往往在道路中铺垫数量不
等的木头作为垫木，考古队认为这

一残独木舟废弃后成为道路的垫
木。同层水稻田经碳十四测年树轮
校正后在公元前 2900—2700 年，从
而可知独木舟属于良渚文化时期。
同时，这一解剖区域发现了 1 条更
早阶段的用竹子铺垫的道路。

独木舟仅保存船身部分，东端
微收束，船头、船尾均已残断，北
侧舷保存较好，南侧舷破损严重。
内面较为平整，横断面呈弧形，残
长 5.6 米、残宽 40 厘米至 80 厘米、
厚约 3 厘米。因埋藏较浅，整体开
裂较严重，保存不是很好。树种经
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省考古所研究员郑云飞博
士鉴定为枹栎。

施岙独木舟是目前宁波地区发
现的最早独木舟，也是继萧山跨湖
桥、余杭茅山遗址独木舟之后浙江
发现的第三艘史前独木舟。

施岙独木舟发现后，考古队对
其做了三维扫描，将其整体提取，
并专门定做了水槽放置该独木舟。
目前该独木舟临时存放在田螺山遗
址现场馆内。下一步，考古队计划
申请专项经费，对其进行脱水保护
与修复。

余姚施岙古稻田遗址发现
宁波地区最早的独木舟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麻
宏宇） 记者前天从宁波海事局获
悉，今年第一季度杭甬运河宁波段
货运量破百万吨，达 127.75 万吨，
进出船舶 4697 艘次，比去年同期
分别增长 28.1%和 19.3%，均创历
史同期新高。

今年以来杭甬运河货运表现强
劲，尤其是留甬过年优惠政策让相
关船舶减少了休整停滞时间，在常
规进行的为期 16 天的春节停航停
闸检修工作结束后，迅速恢复大运
力。今年第一季度，宁波至绍兴上
行船舶达 2329 艘次，下行船舶达
2365 艘次，同比分别增长 16.45%
和 22.16%。

“船舶数量增加对通航效率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提高通航效
率，浙江船舶过闸 APP‘浙闸通’
已正式上线，其中‘海事白名单’
功能非常实用，列入“白名单”的
船舶在手机上就可以办理各类过闸
手续，方便又快捷。”宁波三江口
海事处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船舶艘次的增多也带来了货物
运输量的增加。数据显示，今年第
一季度，杭甬运河宁波段煤炭运输
量近 62 万吨，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 ； 黄 沙 运 输 量 增 幅 明 显 ， 达
58.19 万 吨 ，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约
85.5%，为杭绍两地大量基建项目
开工提供了保障。此外，受内贸需
求增长影响以及江海联运出口集装
箱增势带动，杭甬运河一季度内河
集装箱吞吐量也大幅上升至 1470
标箱，同比增长 430.68%。

去年以来，随着杭甬运河江
海联运船舶正式开航、内河集装
箱船舶通航试点成功，杭甬运河
宁波段货物吞吐量已经逐渐摆脱
疫情影响，并持续增长。海事部
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联
合船闸、交通等部门，进一步做
好 杭 甬 运 河 内 河 船 舶 监 管 服 务 ，
推进船舶船容船貌整治、船舶防
污染监管、船员素质提升等重点
工作，守护运河安全，助力地方
经济发展。

一季度杭甬运河宁波段
货运量破百万吨
创历史同期新高

宁波市曙光中学近日在西校区综合楼党员活动室举办党史纪念物件展
览活动，组织全校师生前往参观学习，缅怀革命先辈，追忆党的百年光辉
历史。本次展览展出的200余件展品来自该校师生的收藏，其中包括一部
分珍贵的历史照片、纪念章、纪念册、纪念封，时间跨度超过60年。

图为学生们正在参观展品。
（严龙 忻敏敏 摄）

参观红色展品
追忆党的历史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章
友） 前天，记者从市红十字会第七
届理事会第二次 （扩大） 会议上获
悉，全市红十字系统累计接受抗击
新冠疫情捐赠款物 1.84 亿元，位居
全省第二，其中资金 1.15 亿元，物
资价值 0.69 亿元。

2020 年，市红十字系统在市
防控办统一领导下全力以赴投入防

疫抗疫工作，第一时间公开发布抗
疫款物捐赠渠道，依法规范捐赠流
程，定期公示抗疫捐赠款物接受和
使用情况。为确保抗疫物资快速通
关，市红十字会联合宁波海关开辟
新冠肺炎疫情海外物资捐赠接收绿
色通道。多家爱心单位和个人荣获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浙江省红十字
会、宁波市委市政府表彰。

去年我市红十字系统接受
抗击疫情捐赠款物1.84亿元

昨日上午，浙江省第二届生
态运动会首站赛 （宁波） 2021
高合斯巴达勇士赛，在鄞州区姜
山镇走马塘村拉开了帷幕。本次
比 赛 吸 引 了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3500 多名选手参加。图为比赛
现场。

（徐能 杨磊 摄）

3500多勇士
聚首走马塘

制图 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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