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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张 燕
通讯员 余明霞

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全市海铁联
运联席会议上获悉，在去年破百万
标箱基础上，宁波海铁联运定下新
目标：2021 年将实现集装箱运输
120 万标箱，新增内陆无水港 2 家
以上；到“十四五”末实现突破
200 万标箱目标，为打造港口硬核
力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强港提供
重要支撑。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交通强市全面推进之年。一
方面，我市积极推进金甬铁路、港区
铁路支线、义乌苏溪铁路枢纽站等
海铁联运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另
一方面，将进一步强化海铁联运腹
地拓展，推进揽货体系建设。如将进
一步加密重点铁路班列，强化合肥、
洛阳等地的业务，充分利用双向扶
持政策，提升义乌西站作业能力，确
保义乌、金华班列稳定运行，提升湖
州班列时效性，做优短途城际运输
班列；加强与船公司、渝新欧班列的
对接，扩大双重双向运输，释放甬渝

长途班列的效应，做强双重双向精
品运输班列。

在运输服务方面，在提升运输
效能的同时，积极推进海铁联运智
慧化物流体系建设，将依托宁波舟

山港与上海铁路局在湖州西站的合
作，率先在湖州西站—北仑港站打
造海铁联运智慧物流示范线。

“十四五”期间，我市海铁联
运将重点实施“321 工程”。

构建 3 张网。即着力构建高效
便捷的基础设施网、互联互通的信
息网、层次分明的腹地市场网。基
础设施网，就是完善“四港站四支
线”集疏运设施体系，将宁波打造
成为全国海铁联运枢纽城市标杆。
信息网，就是建成全链贯通、全程
可视、一单到底、一站办理的信息
网。腹地市场网，就是要坚持挖潜
和开拓并重，厚织层次分明、结构
合理的腹地市场网，将宁波舟山港
海铁联运打造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
战略枢纽中的核心支撑。

打造 2 个试点。也就是要打造
“双层集装箱海铁联运创新”交通
强国部级试点和“全国海铁联运示
范工程”省级试点。

擦亮 1 张名片，就是擦亮宁波
舟山港海铁联运服务品牌这张名
片。至 2025 年，铁路、港口、航
运、腹地间实现高效协作，口岸支
持和政策扶持健全有力，双重双向
运 输 、 铁 路 箱 下 水 、 冷 链 物 流 、

“散改集”、铁路双层集装箱运输等
特色服务产品或运营成熟，创新性
的运输模式不断涌现。

到“十四五”末实现突破200万标箱目标

海铁联运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在第 2
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之
际，2021 宁波“中东欧十大最喜爱
消费品”评选活动正式开启海选。

为进一步提升中东欧商品在宁
波乃至国内的影响力，4 月 16 日起，
宁波市贸促会、宁波保税区管委会、
甬派传媒联合开展了 2021 宁波“中
东欧十大最喜爱消费品”评选活动。
经专家评委会初审，共有 56 个品类
的中东欧消费品入围，涉及酒水、食
品饮料、美妆个护等主要类别，中东
欧 17 国均有代表产品入围。

据介绍，此次评选活动网络投
票在甬派客户端平台开展，共分三
轮海选，每周从 20 余款不同消费
品中评选出 5 佳中东欧消费品。其

中，首轮海选时间为 5 月 9 日 0 时
至 5 月 12 日 24 时。海选活动结束
后，主办方将邀请专家从派粉投票
产生的 15 佳中东欧消费品中，最
终评选出 2021 宁波“中东欧十大
最喜爱消费品”，名单将公布在宁
波日报、中国宁波网和甬派客户端
上，并在 6 月 8 日举行的中国－中
东欧国家联合商会第六次联合大会
上发布。

据悉，主办方共准备了 1000
份精美礼品。每周，主办方将从参
与投票的甬派用户中抽取 250 位到
300 位幸运派粉，每位派粉将得到
价值百元的礼品。活动期间，在主
办方指定的中东欧博览会相关稿件
后跟评的甬派用户，也有机会免费
获得礼品一份。

“中东欧十大最喜爱消费品”
海选启动
主办方准备了千份奖品赠送投票人和读者

记 者 孙佳丽
慈溪市委报道组 邵 滢
通讯员 陈芝颖

慈溪市崇寿镇崇胜村的小河
边，总能看见一个老人背着手在村
道上散步，阳光和着淙淙的流水声，
一切是那么的宁静。谁能想到，80
年前，在这里打响了三北敌后抗日
第一枪，点燃了敌后抗日的星星火
种，也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
建拉开了序幕。

散步的老人名叫许成林，今年
89 岁。1941 年，9 岁的许成林目睹了
那场令崇寿人民至今引以为傲的相
公殿战斗。“当年，日军就是在这里，
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打得
落荒而逃。”许成林指了指路口六角
亭里书写着“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
的纪念碑，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

部队进村 提前做好埋伏

1941 年 4 月，日军侵占了三北

地区，即余姚、慈溪以及镇海的北
部，还在庵东设了据点。

同年 6 月 18 日早晨，从相公殿
方向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据说
是日军正在相公殿街上抢劫掳掠，
西面的崇德乡三村顿时陷入慌乱。

“我当时正和兄弟一起在棉花地里
干活，只能惊恐地跑回家。”许成林
回忆说，不一会，有一支 100 多人的
队伍经过了他家门口。这支队伍身
着灰色土布军装，带着杨柳帽，一看
就很有纪律。

这群人正是中共上海浦东工委
派到三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
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由教导员蔡
群帆、副大队长林有璋率领。

“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作为南
渡先头部队之一，于 6 月 15 日从浦
东四灶港上船，扬帆南驶。”慈溪市
委党研室副主任陈益萍告诉记者，
第二天，他们在先行到达的“宗德三
大”（灰色隐蔽番号）的接应下于相
公殿附近登陆。

部队一进村就进入了备战状

态，一面动员群众作必要的疏散，一
面派人侦察敌情。

部队根据敌情和地形，埋伏在
六塘附近的胡家、许家、姚家及向天
庵一带，以班为单位呈线状散开。

“宗德三大”的 50 余人则埋伏在东
边，负责截断敌人的退路。

军民团结 首战即获胜利

“部队登陆后，不仅没有拿我们
的一分一毫，还自掏腰包给我们煮
了粥，我们从没见过如此纪律严明
的部队。”许成林说。

太阳西斜，不多时，就有日军从
相公殿出来。队伍的前面是 6 个尖
子兵，相隔 100 多米是两路纵队行
进的 30 个士兵，走在六塘路上耀武
扬威。当他们都进入埋伏圈时，林有
璋扬手一枪，各个火力点机枪步枪
齐鸣，密集的弹雨射向敌人。日军毫
无防备，顿时慌成一团。浙东敌后抗
日首战告捷。

“这场战斗不仅打击了日军的
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浙东军民
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并拉开了创建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序幕。”陈益萍激
动地表示，因此在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 40 周年的时候，慈溪在六塘路口
竖起了“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纪念

碑。
据 了 解 ，这 座 纪 念 碑 高 1.941

米、长 0.75 米、宽 0.18 米，四边至碑
身的距离均为 0.6 米，喻示了战斗发
生的日期——1941 年 6 月 18 日。

铭记历史 延续奋斗精神

“我们要铭记历史，了解革命先
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作出的牺牲
和奉献，并以革命精神勉励自己，投
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崇寿镇党委委员苗利君说。

为了串联红色阵地、讲好红色
故事，提升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今
年以来，崇寿镇动作频频：1 月与宁
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联合成立红色
文化研究基地；2 月启动相公殿片
区“两场馆一区块”红色遗址点位改
造提升工程；3 月追溯浦东抗日武
装南渡历史史料，推介崇寿红色精
品旅游线路⋯⋯

下阶段，崇寿镇将围绕红色历
史主线，全面挖掘讲好崇寿“四个
第一”的红色历史，从上世纪 20
年代初成立第一支盐民武装稽查
队，揭开盐民抗暴的序幕，到慈溪
现境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坎
镇支部成立，再到第一批浦东抗日
武装南渡登陆地、三北敌后抗日第
一枪打响地，争
取打造出宁波地
区的精品红色线
路 ， 庆 祝 建 党
100 周年。

（本栏目由
市委党史研究室
协办）

点燃敌后抗日的革命火种
——探访“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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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昊） 第 2 届中
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迎来开幕倒
计时 30 天。昨日，市文明办牵头
组织的“迎盛会、讲文明、树新
风，做文明有礼宁波人”主题活动
暨城乡接合部综合整治推进会在海
曙区石碶街道雅渡村举行。

中东欧博览会是提升宁波知名
度和美誉度的重大机遇，也是全面
展现宁波文明城市形象的“重要窗
口”，我市将全面开展“迎盛会、
讲文明、树新风，做文明有礼宁波
人”主题活动，大力提升市民文明
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会议提出，广泛发动群众参
与，大力推进文明出行、文明餐
桌、文明物业等“文明宁波”系列
活动，实现人人是风景、处处见文
明；广泛开展优质服务行动，开展
微笑服务、礼貌服务、有序服务、
文明旅游行动，不断擦亮文明宁波
的城市名片；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强化专业志愿服务，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做到时时处处看

到志愿者，标准规范从事志愿服
务，随手做公益活动，传递宁波温
度；广泛开展清洁环境行动，开展
环境卫生整治、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规范户外广告制作发布，让文
明整洁有序成为宁波城市底色。

今年是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的开启之年，城乡接合部一直是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重点难点，也
是市民关心关注的痛点，我市将坚
持问题导向，全力推进城乡接合部
综合整治。

会议提出，在建设优美环境方
面，开展环境整治，改善人居环
境，完善基础设施，对影响居民生
活、市容环境的问题进行整治；在
优化市容秩序方面，建立常态保洁
机制，规范交通秩序，规整“城市
家具”，保障公共安全；在培育文
明风尚方面，广泛动员市民群众参
与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文明劝导行
动，重点抓好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开展身边好人、最美宁波人、道德
模范推荐评议活动。

我市开展“迎盛会、讲文明、树新风，
做文明有礼宁波人”主题活动

本报讯（吴向正 张志鸿 杨
磊）昨日下午，鄞州区首届“鄞为你”
台青逐梦社区行动开启仪式暨品牌
发布会举行。

为了进一步加强鄞台两地青年
交流互动，鄞州区计划利用 2 年到 3
年时间，打造一个全新的鄞台青年
交流合作活动的项目，即“鄞为你”
台青逐梦社区，持续做好对家门口
台湾青年的服务工作。

鄞州区台湾青年联谊会、鄞州
区留学归国人才创业共促会、鄞州
区青年创业协会等 8 家单位签订

“鄞为你”台青逐梦社区联盟合作协
议，聘请 10 位导师，共同组成台青
就业创业的互助帮扶联盟。这些单
位计划年内推出 1 项至 2 项专项扶
持台青措施，安排联盟内培训辅导
班、开展交流研讨等活动 3 次至 4
次，倡议导师与来鄞就业创业的台
青建立帮扶关系，鼓励签约单位为
台青提供实习岗位 10 个至 20 个，推

动更多台胞来鄞就业生活，助力两
地建设。

鄞州区有关部门介绍了近期将
实施的“鄞为你”台青逐梦社区三大
行动计划：一是“暖心行动”，包括

“走进公益·爱心奉献”“联盟联谊·
交心增情”“考察交流·用心互鉴”等
交流合作活动；二是“安居行动”，包
括“学在鄞州·子女入学服务”“玩在
鄞州·端午戏龙舟”“吃在鄞州·飘香
两地”“住在鄞州·人才驿站服务”

“乐在鄞州·社保政策辅导”等生活
服务活动；三是“乐业行动”，包括扶
持台青就业、开办台青网课、评选台
青之星等就业创业活动。

现场还举行了“鄞为你、共逐
梦”微访谈、嘉宾分享等活动，为台
青创业就业答疑解惑、指明方向。

全国台企联负责人，甬台两地
行业精英、企业领袖、专家学者及来
自各行业的青年才俊等近 100 人参
加活动。

为你筑巢引凤 一起成就梦想

“鄞为你”台青逐梦社区行动启幕

昨天，海曙区西门街道胜丰社区联合银辉党支部，组织 40多名党员
到宁海县岔路镇梅花村会议遗址和山洋革命根据地参观，开展以“学党
史、铭初心、当先锋”为主题的党史学习教育。 （陈结生 周秉 摄）

学党史 践初心

本报讯 （记者陈青） 昨天晚
上，2021 中国 （宁波） 大运河国
际钢琴艺术节暨郎朗杯钢琴大赛帕
维尔·纳赛斯安教授线上大师课在
宁波音乐厅举行，俄罗斯著名钢琴
家、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教
授纳赛斯安 19 时刚过即出现在大
屏幕上作连线测试。

纳赛斯安以完美、精确地诠释
多风格的钢琴作品而闻名，录制过
多张专辑。2005 年，他被俄罗斯
联邦授予“荣誉艺术家”称号。

2013 年起，他在波士顿大学
音乐学院任教，在莫斯科柴科夫斯
基音乐学院任教已经超过 30 年。

纳赛斯安在欧洲和亚洲等地以
及美国举办大师班，这一次在宁波
音乐厅的大师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进行。

当晚的大师课曲目有普罗科
菲耶夫的 《第二钢琴奏鸣曲第一
乐章》、拉赫玛尼诺夫的 《第二钢
琴 奏 鸣 曲 第 一 乐 章》、 拉 威 尔 的

“丑角的晨歌”（选自 《镜子》），
演奏者为李晨语、张伟嘉、要佳
林。

“弹奏这首曲子觉得什么是最
重要的？喜欢古典芭蕾吗？”在指
出李晨语需要改正的地方后，纳
赛斯安教授说，“钢琴艺术需要享
受它，在台上忘记自己，演奏不
是展示练琴，要用想象的声音和
画面把它表现出来。”他夸奖李晨
语是个有天赋的孩子，台上表演
和练习是不同，表演要更注重音
乐 性 。“ 弹 这 首 曲 子 情 绪 要 有 变
化，需要了解整首曲子而不光是

第一乐章，表演的时候需要展示
更大的热情。”

纳赛斯安教授非常喜欢张伟嘉
的表演，提醒他注意这首曲子的创
作年代和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如
何表达准确的情绪等。“你需要更
深地去了解奏鸣曲。感受音乐之间
的联系。”纳赛斯安教授还亲自演

示了 3 次，细致到要张伟嘉注意呼
吸节奏。

“弹得非常棒！”纳赛斯安几年
前听过要佳林的演奏，双方交流起
来尤为轻松。指出要佳林某一部分
的不足后，他又坐到钢琴前示范：

“你要在弹奏中融入更多的西班牙
热情，勇敢地展示更多外在的东

西，不要丢掉任何一个细节。”
除了带着孩子的家长，记者还

发现了不少老年音乐爱好者。88
岁的沈泓、86 岁的毛世清曾在宁
波市老年大学学习钢琴，昨天晚上
早早来到宁波音乐厅准备欣赏大师
课 ，“ 我 们 就 是 来 享 受 音 乐 的 美
妙”。

俄罗斯钢琴家纳赛斯安线上大师课昨举行

昨晚，俄罗斯著名钢琴家帕维尔·纳赛斯安线上授课现场。 （周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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