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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展新 杨燚锋

第 17 届中国海峡旅游博览会
暨第七届中国 （厦门） 国际休闲旅
游博览会的场馆里，乐声飘荡、人
声鼎沸。在这场云集了全国乃至全
球各地旅游资源精粹的盛会上，以
主宾城市身份参与的宁波，无疑是
最亮眼的主角之一。

展馆的穹顶上，高高飘扬着宁
波旅游的宣传海报，上书八个醒目
大字——海丝古港、微笑宁波。这
是美丽的滨海城市宁波发出的诚挚
邀约、递上的闪亮名片。

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的浩荡潮流里，宁波正依托自身丰
沛的历史文化资源，持续开拓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思路，让海丝古港更
具独特魅力。

深挖启碇港的文化富矿

4 年前的“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称宁波等 7 座城市的古港为记载
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
宁波与海丝的缘分，逐渐为世人熟
知。

近日，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
研究人员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发
现了日本学者近藤瓶城整理、遣明
使策彦周良所著的《下行贾银帐并
驿程录》。它不但是浙江宁波（镇海）
作为我国官方海丝之路启碇港的证
明，也是宁波作为唯一的运河文化
与海洋文化交汇大都市的证明。

这座在浙东大地、东海之滨的
海丝文化富矿，愈发显露峥嵘。

为此，宁波围绕“海丝古港、
微笑宁波”这一城市旅游新形象，
积极打造“顺着运河来看海”旅游
品牌，逐渐形成了海丝文化、海湾
风情、海天佛国和海鲜美味四大旅
游特色产品，向游客展示海丝禅
韵、海丝瓷韵、海丝茶韵和海丝帆
韵。紧扣海丝二字，宁波的自然风
光、历史风情、人文风貌尽览无

余。
在博览会上，我们就能从一隅

观全局，清晰了解当前宁波挖掘海
丝文化资源的整体成效。展位正
面，“顺着运河来看海”的标语凸
显宁波“河海相连共生”的特质，
随处可见的大海、船只的元素，彰
显宁波与大海、航运密不可分的关
系。展位内部，各式各样的非遗产
品、琳琅满目的宁波美食，记录着
历史的船只模型、充满着古韵的传
统服饰，都凝聚着宁波人民长久以
来探索海洋、传承文化的汗水与智
慧。

“从没有去过宁波，但已经感

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大海的味道、文
化的气息，让我心驰神往。”博览
会现场，一位来自福州的游客如此
感慨。

引它山之石，扬海丝
风韵

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
点和发祥地，厦门则是不可或缺的
战略支点。这位“邻居”开发利用
海丝文化的探索与实践，对宁波有
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借鉴意义。

一方面，厦门正在积极推动海
丝文化遗产保护和“申遗”工程。

去年 12 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
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
洋 可 持 续 联 系 的 仪 式 及 相 关 实
践”，就成功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另一方面，海丝文化的传承弘
扬工作也硕果累累。在厦门，王船
展示点和相关的民俗传承中心已建
立起来，厦门鼓浪屿国际社区世遗
保护单位则成为第六届中国民族文
化遗产论坛的举办地，竖起了一面
文化遗产保护的标杆。

如此珍贵的“它山之石”，宁
波如何学会、用好？记者了解到，

宁波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科学开展海
丝遗产保护工作，逐步形成海丝遗
产保护长效联动机制，还开展了宁
波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立法研
究，同时以保国寺等 4 处海上丝绸
之路申遗史迹点为重点，进一步深
化海丝遗产保护工作，同时依托考
古发掘进一步确立“海上丝绸之路
起航地”的特殊地位，打响海丝古
港文博品牌。

近段时间，又有一个崭新的海
丝主题街区亮相宁波，为宁波更好
地弘扬海丝风韵注入了新动能。6
月 8 日，宁波最长的特色精品街

“海丝之源 拾里江丰”开街，选

址于时尚东外滩这一与海丝文化紧密
相关的土地，以艺术化的方式“以旧
修旧、因商造景”，营造氛围浓厚的
文化传承地和全新的生活消费、旅游
消费场景。

文旅交辉，奋进现代化
滨海大都市

当前，宁波正朝着建设现代化滨
海大都市的目标奋进。海丝文化的传
承、利用、开发，是关键一环。现代
化建设浪潮滚滚而来，源远流长的海
丝文化，需要在新的语境中找到新的
诠释方式，焕发新的生命力。

以大型展会为舞台，依托艺术表
演、美食品鉴、文化创意等年轻消费
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加速推动海丝文
化与旅游开发融合——这是宁波正在
探索的路径。

在第 17 届中国海峡旅游博览会
暨第七届中国 （厦门） 国际休闲旅游
博览会上，宁波 10 个区县 （市） 组
团而来，提炼了最符合自身区域特征
的标语，展示当前开发的各条精品旅
游线路。坐落着天一阁的海曙，孕育
了繁荣商帮文化的镇海，充满大港气
魄的北仑，闪耀着越窑青瓷瑰丽光芒
的慈溪⋯⋯这些与海洋、航运相关的
独特标签，引得许多逛展者驻足询
问。

展会期间，曾出现在海丝航路上
的茶叶、源于大海的鱼干满足了饕客
的味蕾，世界船王包玉刚回乡的故
事，则被制作成艺术作品，吸引着观
众的目光。得益于此，那些穿越了漫
长岁月的历史文化甩掉了晦涩的外
衣，以更生动、更接地气的面貌展现
在大众面前，为依托于海丝文化的旅
游开发提供助力。

“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让全国乃
至全世界的游客更全面地了解宁波的
过去、现在和将来，让大家知道宁
波、爱上宁波，然后顺着海丝之路来

‘看海’，领略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风
采。”宁波市文化与广电旅游局副局
长邱金岳说。

海丝古港递上文旅融合“金名片”

艺术表演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方式。 （徐展新 摄）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离休干部沈介南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6 月 19 日 5 时 10 分在宁波市第九医
院不幸逝世，享年 92 岁。

遵遗嘱，后事从简，定于 2021 年 6 月 20 日 15 时在江
北区大通桥仓储路十方生命会所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联系人：沈晓（子） 电话：13606840683
家属泣告

讣 告

为期两天的宁波中考刚刚结
束。本报邀请了一批宁波骨干教师
对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和社会这
五门学科试卷做出评析。

语文 传承中有创新
突出整合建构

宁波外国语学校高级教师 罗琼
宁波外国语学校一级教师 郑璐

一、四大板块调整，梯
度安排合理

整份试卷改变了以往宁波卷的
结构设计，由“家国之思”“文学之
约”“太空之问”“心灵之旅”四大板
块组成。以对故乡国家的礼赞开篇，
到文学世界的畅游，科技前沿的探
寻，最后指向对当下生活的重新审
视，难易适中，梯度安排合理，给人
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注重整合构建，凸
显思维品质

整份试卷引导学生运用并反思
自己的阅读方法策略，关注活动过
程中学习品质的监控，从而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例如文学类文本，
呈现了以“推测策略”为导向的一组
题目，引导学生学会在阅读小说过
程中，根据文本线索、自身的阅读经
验，对文本的情节发展、故事主旨等
方面进行自主假设，并在阅读过程
中寻找文本信息来验证、修正自己
已有的假设，在思维碰撞中不断推
进阅读。

三、走向生活情境，解
决实际问题

真实而富有意义的语文实践活
动情境是学生学科素养形成、发展
和表现的载体。选取学生熟悉的生
活情境，考查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
能力是一大亮点。例如“太空之问”，
以“太空旅行”为话题的新闻采访活
动组建起了文本素材，该题整合学
科知识与社会生活，在实践生活中
考查学生运用多种知识解决具体问
题的能力。

四、关注学生内心，引
领精神成长

考试的目的为了促进学生语文
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为更好地适
应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本卷大

作文以“旅行”为话题，注重实用性
文体与欣赏性文体的平衡，给予学
生充分的选择空间。以任务提示的
方式，明确了作文评价的标准和学
生思考的方向，让学生完成了一场
心灵洗礼。出题者引导学生走出自
己熟悉的环境，以全新的视角去看
待世界，且行且思，且思且悟，重新
认识自我。

英语 立足课标
指向核心素养

宁波市骨干教师、浙江省教坛新秀、
蓝青学校一级教师 何晓灵

2021 年宁波英语中考试题把
学生正常学习状态达到的水平作为
命题的主要参考依据，选用语篇多
来自英语国家的原版材料，体裁多
样，对当下英语教学有着较强的导
向作用，有利于学科核心素养养成。

完形填空：小故事，大道理

本题考查基础知识的综合选择
运用，要求学生融入语境形成正确
判断，更注重检测学生对语境意义
的理解选择及词法搭配的掌握程
度。试题选项中词性多样化，以实词
为主，虚词为辅。

阅读理解：多主题，促思维

今年更多从文章主旨大意、理
解指代、词义猜测、逻辑推理等方面
来考查学生对文本整体的深度解读
能力，题目设计巧妙。这种关注高阶
思维能力的题目编制，实现了从对
文本表层理解的考查向阅读技能、
策略的考查的转变，努力实现思维
品质的有效检测。

词汇语法：融语境，扬文化

试卷的词汇运用和语法填空题
难度适中，要求学生在充分理解语
境后灵活使用词汇。该题型中词性
涉及广泛，词汇变化多样。

此外，该题语言素材还结合社
会热点和中国文化元素，如中药、袁
隆平院士、熊孩子母亲的罢工等，具
有较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引导学

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
涵，增加学生的文化自信。

书面表达：扣热点，求自主

今年的书面表达中，结合 2021
“建党一百周年”的热点，写作任务
为关于“祖国在我心中”的主题活
动。写作内容源于真实的生活素材，
具有真实语言交际目的，激发学生
的表达愿望，培养学生爱国之情。

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书面表
达提示词相对减少了很多，留给学
生发挥的余地较大。

社会 站位学生视角
落实立德树人

宁波市名师、宁波七中北校区（宁波
市四眼碶中学）高级教师 陈家晶

2021 年宁波中考社会法治学
科试卷有三大突出变化：采取闭卷
考形式、增设行为判析题，以及题量
分值的变化。而在这些变化背后，我
们依然能从这份试卷中读出命题者
对于核心知识的考查、核心素养的
关注以及核心价值的引领。

站位学生视角，传递人文
关怀的温度

考试更应该是一段有温度的旅
程。今年的社会卷再一次通过形式
的创新，呈现丰富的试题内容，地图、
图片、示意图、情景对话等形式的创
设，在图文并茂中实现命题者与答题
者跨时空的互动“对话”。如25题以学
生喜闻乐见的动漫人物创设生活情
境，融入智能生活、直播带货、电信诈
骗等耳熟能详的案例，以真实的生活
实践、图文并茂的呈现方式贴近学生
生活和心理实际，给了学生更多的
认知体验和发挥空间。

整合学科知识，关注考查
内容的跨度

本试卷涉及面广泛，内涵丰富，
既注重学科内的整合，又注重跨学
科的整合；既注重考点知识体系的
整合，又注重学科能力运用的整合，
充分体现了对学科核心素养的考

量。特别是 22 题，以宁波的发展为
脉络，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设
置 3 个问题，综合考查了地理、历
史、国情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知识
的内在逻辑；同时也通过合理设置
问题和答案的梯度，由浅入深，层层
递进，体现了思维的深度。

落实立德树人，加大价值
引领的力度

在传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本学
科还担负着情感培育和价值引领的
立德树人功能。答题过程就是学生
自省内化的过程，通过字里行间的文
字图示和生动形象的情境创设，让学
生在看题、审题、解题过程中，坚定理
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加强品德修
养、增长知识见识、提高综合素质。如
24题，以“历史的界碑”“民族的里程
碑”“人民的丰碑”为线索，让学生在
温故知新中真正体悟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数学 回归教材
聚焦热点

镇海区学科带头人、蛟川书院高级
教师 楚秉晶

2021 年宁波中考数学试卷遵
循课程标准要求，聚焦学科主干内
容，重视课本基础知识，同时凸显对
数学核心能力的考查。

一、重视基础，回归教材，
考察立体丰盈

2021 年宁波中考数学试卷贴
近初中数学教学实际，重视考查基
础知识、基本技能。试题的设计回归
教材、重视概念，考查通性通法，淡
化特殊技巧，贴近日常教学。如选择
题 1-9 题，填空题 11-14 题，解答题
17-22 题。另外今年的试卷还注重
对教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如第 22
题，取材于教材中的综合与实践，并
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编，源于教材，
高于教材，也为今后的教学指明了
方向。同时试题又着眼于学生的发
展，重视对学生基本能力的考察，考
查范围广，考查知识点全面。

二、聚焦热点，传承文化，
细微处显匠心

试题以学生身边熟悉的生活情
境和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为背
景，以丰富多彩的呈现方式，十分自
然地实现了知识与情境的有效整
合，充分体现了数学的应用价值，引
导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思考、
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其中第 8 题选
自我国古代名著《张邱建算经》，既
展现了丰富的数学文化内涵，又凸
显了数学的魅力。整份试卷背景取
材公平，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有亲
切感，是一份有“温度”的试卷。

三、关注素养，立足发展，
注重能力考察

今年试卷继续承袭以往的特色，
重素养，轻题海，融入了PISA类试题
和新定义、新探究类问题。选择题第
10 题体现了 PISA 理念，以 5 张纸片
拼平行四边形为背景，融合了特殊
三角形、图形的对称等核心知识，解
题入口宽，途径广，有利于不同层次
的学生展示相应的能力水平，充分
体现素养立意。意在引导学生注重
数学核心知识和方法的掌握。

科学 凸显学科思维
重视科学实验

兴宁中学教研组长 周华芬

试卷整体结构合理，难度适中，
题型、题量与前几年基本一致。

一、重视双基，联系生活、
关注热点

本卷遵循
课程标准的要
求，重视学科
基础知识、基
本 技 能 的 考
查 ，例 如 第 5
题 、第 10 题 、
第 14 题 等 试
题素材又源于
教材，这对以
后的教与学有

很好的导向作用。
试题联系生活，从现实生活中选

材，如第 2、第 7、第 8、第 9、第 17 题等
试题情景源自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学
生熟悉，容易上手，而且这些试题还很
好地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科学，从科学
走向社会”的课程理念。

试题还关注与科学相关的热点，
从第 13 题的“天文一号”成功发射，再
到第 18 题的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参
赛人员的失温现象，既让学生感受到
科学的力量及国家的伟大，但同时也
让学生感受到自然的神秘力量，从而
激发他们探索自然的热情。

二、体现科学核心素养，凸
显学科思维

试题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命题
重点，重视科学观念、思维过程、科学
品质等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既要求
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理清概念，
又能灵活地运用学过的知识、方法解
决实际问题，如第 24 题，学生要根据
探究过程，理清水流从小孔射出时的
速度、水流射程、小孔在水中的深度、
小孔到桌面的高度四个变量之间的关
系，考查了学生的阅读能力、辨析能
力。

三、重视科学实验，突出科
学方法

科学是一门实验学科，试题重视
对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方法的考查。第
16 题的转换法、放大法、模型法，第 24
题的控制变量法，第 25 题的对照法，
这些方法既是科学家们在科学探究中
常用方法，也是初中阶段日常科学教
学中重点培养学生使用的方法，本卷
都做到很好的体现。

试卷中还渗透科学史，安全教育、
热爱生命等理念，蕴含了科学教育的
情感、态度、价值观，体现了科学教育
的人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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