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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施
寒潇） 如何更好地宣讲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如何发
挥青年宣讲优势、发出青春别样之
声？昨日下午，中共宁波市委宣传
部、共青团宁波市委举办宁波市
8090 青年宣讲员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8090 青年宣讲员，是我市理
论宣讲队伍中一张青春靓丽的名
片。目前，宁波有 8090 青年宣讲
员队伍 200 多支。宣讲员都是来自
宁波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代表，活
跃在农村、社区、高校、车间、楼
宇等基层一线，通过一系列富有特
色的宣讲活动，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
现场，新时代浙江海港青年宣

讲团宣讲员蔡亦涵、宁波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理论宣讲团宣讲
员把安丹、宁波市“小螺号”青年
讲师团宣讲员黄徐洁以及浙江省青
年宣讲志愿联盟副秘书长李晶先后
发言。他们从各自岗位出发，结合
自身的实际情况，分享了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

感想体会，畅谈下一步开展宣讲活
动的具体打算，纷纷表示要在新的
征程中奉献青春力量、谱写人生华
章。

浙 江 省 基 层 理 论 宣 讲 名 师 、
65 岁的赵永焕为青年宣讲员作现
场示范宣讲。他激情澎湃、声情
并茂、理论联系实际的宣讲，使
得现场氛围迅速热起来。“针对不
同场合、不同群体，要用不同故
事、不同语言，才能真正赢得共
鸣。”赵永焕还以自身 30 多年的
经验传帮带，给 8090 青年宣讲员
带来很多启发。

主办方表示，希望广大 8090
青年宣讲员结合当前党史学习教
育，综合运用微型党课、文艺党
课、情景宣讲等形式，进机关、进
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
进网络，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
地开展宣讲活动，通过更有朝气、
更接地气、更加走心的宣讲，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青年人加深对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
理解和把握，进一步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

在新征程中奉献青春力量
8090 青年宣讲员座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郁
诗怡）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宁波市总
工会十五届九次委员 （扩大） 会议
暨全市工会半年度工作会议上，宁
波市总工会亮出工会助力共同富裕
先行市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涉
及方方面面的一批福利将渐次落
地，为全市职工送去更多幸福感。

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离不
开职工素质和技能的提升，市总工
会将通过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持续落实产业工人思想
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
提高、队伍壮大，为职工打造开放
共享的线上线下技能提升平台，引
导职工互帮互学，实现自我教育、
自我提升。

同时，各级工会还将建立健全
困难职工精准识别机制和防止返困
动态监测机制，通过线上线下精准

核查，确保困难职工“应帮尽帮、
一个不漏”，并多层次分原因，从
助学、助能、助志、助业等方面推
进精准帮扶。

在提高职工收入水平上，各级
工会将指导企业通过提质增效拓展
劳动者增收空间，推动落实提高技
术工人待遇的政策，努力使更多劳
动者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多收入。
推行“2+X”集体协商精细化模
式，引导落实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
合理增长机制、带薪休假制度，确
保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同时，记者了解到，工会还将
通过提升普惠服务水平，通过构建

“ 生 活 普 惠 ” + “ 金 融 、 保 险 普
惠”+“文旅健康系列普惠”的

“1+2+N”普惠服务模式，不断提
高广大职工在共同富裕中的获得
感。

市总工会出台措施
助力推进共同富裕

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万勇

气 温 35℃ ， 地 表 温 度 55℃ ，
甲板温度高达 61℃，这是宁波海
关所属北仑海关的关员近期几乎每
天都会经历的温度。

7 月的港城宁波，刚一出梅，温
度就迅速蹿升，午后的最高气温一
度超过 35℃，加上梅雨季节过后的
闷热潮湿，每一次的外勤工作堪比

“蒸桑拿”。可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反
复让船舶监管作为海港口岸外防输
入的重点，丝毫不敢松懈。

又是一个高温天，下午 1 点，
宁波舟山港北仑第二集装箱码头，
热浪蒸腾。一艘美国籍集装箱船

“美森一诺号”靠港准备作业，北
仑海关关员郑磊明和李润在其靠港
的第一时间就准备进行登临检疫。

口罩、防护面屏、防护服、防
护手套⋯⋯郑磊明和李润像“裹粽
子”一样一件件往身上套。“要戴
好双层手套，第二层要包紧袖口”

“要确保头发都收到一次性工作帽
里，前端覆盖前额发际线，头发不
外露”⋯⋯他们互相叮嘱对方做好

个人防护，检查完对方的防护服穿
戴情况后，快速向船舶走去。

烈日的烘烤让舷梯吸足了热
量，摸上去火辣辣地烫手。他们一
手提着登临检疫包，一手紧紧抓住
扶手，顺着摇摇晃晃的舷梯爬上船
舶。刚到甲板，他们的额头上就布
满了细密的汗珠。若是遇上登临检
疫的高峰期，他们每天要上下船十
来次。

进入船舱后，他们开始有条不
紊地对船员开展体温监测及医学巡
查。查看健康申明卡、查阅船方医
疗日志、对船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等一整套流程下来，他们至少要闷
在防护服里 1 个小时，连顺畅的呼
吸都是“奢求”。

完成登临检疫下船的他们依旧
不能松懈，只有在洗消完毕后，方
能脱下严密的防护服，摘下防护面
屏和口罩。此时，防护服里的内层
衣服已完全湿透，不用拧便有大滴
汗水落下。郑磊明抓起一瓶矿泉水
一饮而尽，他告诉记者，这样的

“桑拿”，他们每天都要“蒸”三四
次，还好已经习惯了。

他们是高温下的国门守卫者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胡
建东）“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
最早的漆器，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
早的漆器。”昨日，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史前研究室主任、研究
员，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发掘领队
孙国平告诉记者，井头山遗址两件
木器被确定为中国最早漆器，将中
国乃至世界使用漆的历史提早到
8000 多年前。

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浙
江大学文物保护材料实验室合作，
对井头山遗址出土的两件木器上的
黑色涂层进行的鉴定研究取得了最
新成果，研究人员确定该涂层为人
工漆，相关研究论文已于近日在线
发 表 在 国 际 知 名 科 技 考 古 期 刊

《Archaeometry》 上。
井头山遗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

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
也是目前所见中国沿海埋藏最深、
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 （距
今 8300 年至 7800 年），考古发掘表
明余姚、宁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区是
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的重点区域。井
头山遗址上榜 2020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考古人员在发掘井头山遗址

时，发现了两件带有人工涂层痕迹
的木器，一件是带销钉的残木器，
一件是带黑色表皮的扁圆体木棍。
研究人员采用微区红外光谱、热裂
解质谱的方法，对这两件木器表面
的黑色涂层进行了分析，基本确定
涂层中含有漆酚的特征分子片段甲

基苯酚和甲基苯二酚，再通过酶联
免疫法研究，发现涂层中含有中国
漆抗原蛋白，进一步确认该涂层为
人工漆。

对于带销钉的残木器，专家有
两种说法，独木舟的残体或者类似
古筝等乐器的残件。扁圆体木棍大

约 40 厘米长，双头尖，表面有黑
色漆皮，可能是编织工具。“这个
研究成果表明，杭州湾以南的宁绍
地区是漆文化的起源地，而此前已
发现的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是
漆器工艺的主要早期发展区域和主
要传承者。”孙国平说。

井头山遗址两件木器
被确定为中国最早漆器
将中国乃至世界使用漆的历史提早到8000多年前

记者 黄合

“红色引领，百年征程！”作为
宁波中策动力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60 后”的吴杰
感慨万千。

其所在的企业，已走过百余年
的发展历程。自 2000 年担任总经
理以来，面对国内外柴油机行业巨
头的“围追堵截”，面对日趋激烈
的“红海市场”，面对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重重困难，他感到沉甸
甸的责任和压力。

多年来，吴杰始终团结干部员
工，坚持做精做强柴油机主业不动
摇，坚持科技创新，加强自主研
发，打造自主品牌，发挥比较优

势，积极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努力提高“宁动”柴油机的市场竞
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作为一路从技术岗位成长起来
的“实干派”，吴杰长期从事内燃
机设计与制造领域研究，时刻把依
靠科技创新实现企业长期持续发
展、不断提高综合竞争力作为第一
要务，紧盯国际技术前沿和市场需
求，不断开发出大功率中速发动机
新技术与新产品。

仅仅其个人就获得专利 20 余
项，发表论文数十篇，先后获得中
国内燃机学会“突出贡献奖”、省
突出贡献专家、市科技创新推动
奖、市科技创新特别奖、宁波改革
开放四十年优秀科技工作者、宁波

市杰出人才等荣誉称号。
在吴杰的带领下，中策集团

持续承担包括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工信部重大成果产业化项
目、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
项目、国家高技术船舶项目在内的
国 家 、省 、市 重 点 项 目 十 余 项 。其
中，中策集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

“大功率中速船用柴油机关键技术
研 究 及 产 业 化 ”项 目 获 2010 年 度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与此同时，吴杰带领公司积极
实施“走出去”战略，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组建强大的研
发团队，加强国际化交流，努力拓
展海外电站市场。截至目前，公司
在非洲、东南亚等地投资建设了
230 多座电站，长期有 100 余人在
海外工作，从单纯的设备制造供应
商成功转型为方案提供商直至总包
商。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吴杰第一时间牵

头成立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时
间动员部署，制定疫情防控方案，
充分做好复工复产准备工作。2 月
10 日，公司率先复工，成为江北
区第一批复工复产企业，全年业绩
逆势而上，合同订单同比有大幅度
增长，做到“两手硬、两战赢”。

不仅如此，意识到“非常时期
防疫物资贵过一切”的吴杰，第一
时间安排公司积极发挥海外资源优
势，持续在日本、迪拜等地采购防
护服等紧缺物资，分六批次捐赠进
口 的 N95、 N99 型 口 罩 15 万 只 ，
防护服 2000 套，红外线测温仪 100
套，有力支援全市医疗系统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

吴杰说，站在“两个一百年”
历史交汇点上，将继续带领企业发
扬“团结、务实、创新、争一流”
的企业精神，践行“绿色、智能、
开放、合作”的发展理念，立足科
技创新，推动转型升级，让世界充
满“宁动力”！

务实敢干 矢志创新
——记省优秀共产党员吴杰

带黑色表皮的扁圆体木棍。 （图片由孙国平提供）带销钉的残木器。

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关员完成检疫后走下舷梯。
（万勇 孙佳丽 摄）

前天傍晚，在“中国进士第一村”鄞州区姜山镇走马塘村，一池上千平方米的荷花与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中新屋”相映成趣，行走在荷池与老宅间
的游客与村民，享受着夏日古村的清凉与幽静。 （严龙 杨磊 摄）

荷叶田田 古村幽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