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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林旻 通
讯 员王伊婧） 2022 年 春 节 临 近 ，
宁波博物院、天一阁博物院、中国
港口博物馆、保国寺古建筑博物
馆、宁波美术馆等各大文化场馆做
足“虎”文章，安排了找福袋、我
为 福 虎 穿 新 衣 、 投 “ 壶 ”、 溜

“石”、“快乐虎”系列手工 DIY 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广大市民端上
虎年文化大餐。

“虎虎生福——壬寅虎年新春
生肖文物、图片联展”近日在宁波
博物馆、宁波帮博物馆展出，展出
铜虎尊、青铜贮贝器、灰陶虎、巴
式 铜 剑 等 130 余 件 珍 贵 文 物 。 同
时，宁波博物馆将于正月初一至初
六举办新春游园会，市民可以在参
观展览时解答相关文物问题、参与
猜灯谜，领取宁波博物馆的文创礼
品。宁波博物馆二楼儿童体验区，
正月初三至初六的每天下午将举办
非遗项目体验活动，教小朋友制作
布老虎香包、虎头鞋挂件、老虎灰
雕摆件、老虎泥塑摆件；宁波美术
馆正在举办“江南虎王”何业琦的
虎年迎新春水墨画作品展，展出

“江南虎王”近 90 件作品，其中大
部分为虎画；中国港口博物馆推出
跨年大展“武强年画与我们的春
节”，精选 100 幅武强年画精品，

内容包括山水花鸟、戏曲故事等，
展示了精彩的传统民间文化珍品。
春节期间，中国港口博物馆还将邀
请专家教市民制作团扇、风筝、灯
笼、剪纸、年画，为小朋友举办

“ 我 与 港 博 同 成 长 ” 系 列 教 育 活
动，教小朋友手工制作瑞虎头套、
虎年背包、皮影等，工作人员还将
介绍春节的由来与风俗、十二生肖
的传说、年画的来历等；正月初一
至初六，市民可以在天一阁博物院
寻找装有天一阁特色文创产品的福
袋。天一阁东园里的四头萌虎石
像，也将陪伴市民一起过年，市民
可以现场用颜料、画具在稿纸上给
萌虎石像“穿新衣”。此外，天一
阁还将举行送“福”字、拓“福”
印、剪“福”纸、编“福”结等活
动。正月初五，宁波小百花越剧团
将在古色古香的秦氏支祠戏台上演
精彩的越剧；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

（景区） 将举行 2022 新春惠民文化
系列活动，市民可以体验踏“桥”

（踩高跷）、投“壶”（射壶）、溜
“石”（掷冰壶） 等古代运动竞技、
奥运项目；宁波帮博物馆推出了新
年主题木版年画拓印、萌萌虎头帽
制作、新春猜灯谜等活动；包玉刚
故居将举行“福”字木板年画拓印
活动。

看大展、找福袋、投“壶”、溜“石”

我市文化场馆端上虎年文化大餐

昨天，宁波市摄影家协会联
合北仑摄影家协会、春晓街道共
同 开 展 “ 艺 心 向 党 ， 浙 里 共 富
——文化进万家，温暖全家福”
摄影惠民活动，为留在北仑过年

的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抗疫志愿
者等免费拍摄全家福，为大家在
新年来临之际，留下美好的幸福
瞬间。

（王鹏 阮筱 摄）

温暖全家福

本报讯（记者廖惠兰 通讯员
邵海） 明星留在宁波拍戏过大年，
有什么样的体验？昨日，记者走进
博地 （宁波） 现代影视基地，探班
正在宁波取景拍摄的 《双食记》 剧
组。在拍摄现场，《双食记》 导演
花箐，主演佟丽娅、张月等演职人
员向宁波市民拜年：祝大家新年快
乐，虎虎生威。

《双食记》 于去年 11 月在宁波
北仑开机，其间剧组受到疫情影
响，但该片制片主任孙永坤对宁波
的防疫工作大加赞扬。他说：“宁

波带给我家的感觉，有关部门在疫
情期间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保
障，当地的防疫措施非常迅速、有
效，剧组也得以在第一时间复工复
产，拍摄进度没有耽搁。”

“今年春节期间，将会有多个
剧组留在北仑过年，我们在严格落
实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给剧
组提供优质的服务和拍摄条件。基
地主动为剧组减免了部分棚租，尽
量减少剧组在疫情期间的损失。”
博地 （宁波） 现代影视基地总经理
管海竣说。

《双食记》剧组：

宁波给我家的感觉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方
娟英 劳超杰） 近日，临近北京冬
奥会开幕之时，大丰体育的科技展
示团队一行 12 人在资深工程师干
立红的带领下，从余姚北站乘坐高
铁抵达北京，开始本届冬奥会的科
技保障工作。

据了解，大丰体育作为全球领
先文体产业整体集成方案解决商，
从去年年初开始，参与“科技冬
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多个
课题，承担“体育展示互动呈现终
端研发”的研究，参与“面向可穿

戴发光设备的互动体验视听控制系
统研发”和“云端互联观众互动体
验系统集成与应用示范”的部分研
究工作。其中，“云端互联观众互
动体验系统集成与应用示范”是由
大丰体育和中国传媒大学合作的研
发项目。课题研究成果将为北京冬
奥会期间观众互动体验提供科技支
撑，让大丰体育的“黑科技”不仅
成为运动场上的气氛营造器，也成
为观众情绪的延伸和感知的触角。

去年 11 月 7 日至 10 日，“相约
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在五棵松

体育中心和国家体育馆举行，观众
进场观看比赛受到疫情影响。为弥
补这一遗憾，大丰体育在 7000 个
座位上安装了荧光棒，每个独立的
荧光棒有 256 种颜色，它通过无线
群控技术，根据工作人员在云端创
编的内容，自动呈现不同的氛围效
果，被权威媒体 《参考消息》 誉为

“黑科技”。“研发北京冬奥会项目
期间，我们申请了两个发明专利，
登记了一个软件著作权。”干立红
说。

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

国际重大赛事场馆建设经验，大丰
体育完成了北京冬奥会 75%以上场
馆的座椅系统安装工作，其中北京
赛区的所有场馆座椅系统由大丰提
供。

作为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
范基地、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
范 企 业 、 国 家 文 化 产 业 示 范 基
地、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大
丰体育拥有舞台、灯光音响、数
艺科技、装饰等专业设计院，累
计拥有 1000 多项专利，其中发明
专利 170 多项。

大丰体育为北京冬奥会提供科技保障

本报讯（记者黄银凤）“‘迎
冬奥·享健康’万人健步走”线
上活动得到市民热烈响应，作为
宁波市迎冬奥系列活动之一，自
上线以来已有 5000 多名市民每日
进行健步走。目前活动已经进行
了两轮奖品兑换，6 名市民领到了
奖品。

本次活动由宁波市体育总会、

宁波市总工会、中国银行宁波市分
行联合主办，由宁波市户外运动协
会和宁波市轮滑协会共同承办。本
次活动采用线上形式进行，广大市
民通过日常健步走的形式完成任
务，将每天的运动步数和里程进行
累计，即可获得奖品。活动持续至
冬奥会、冬残奥会结束，广大市民
可随时扫码参与。

5000余名市民参与迎冬奥健步走

近日，由江南女界主办，《世界侨报》 社、宁波颐高数码·乐德文化
艺术交流中心协办的“国韵芳华·江南女界新春雅集”在鄞州区举行。宁
波大学、浙江万里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等高校的数十名中外学子参加
活动。 （徐欣 徐彩云 摄）

翰墨歌舞迎新春

央视网消息：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
理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规定》 明确，事业单位领导
人员的管理，应当适应事业单位公
益性、服务性、专业性、技术性等
特点，遵循领导人员成长规律，激
发事业单位活力，推动公益事业高
质量发展。工作中，要坚持下列原
则：一是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二
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
海、任人唯贤；三是事业为上、人
岗相适、人事相宜；四是注重实干

担当和工作实绩、群众公认；五是
分级分类管理；六是民主集中制；
七是依规依法办事。

《规定》 对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任职条件和资格、选拔任用、任期
和任期目标责
任、退出机制
等作出明确要
求。

《 规 定 》
分十章，共五
十一条，自发
布 之 日 起 施
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规定》

扫码读全文

据新华社洛美 1 月 23 日电
（记者田耘） 瓦加杜古消息：布基
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和其他几个城

市 的 军 营 23 日 清 晨 传 出 激 烈 枪
声，开枪动机尚不清楚。布政府表
示该国未发生政变。

布基纳法索军营发生交火
政府否认发生政变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记者 吴文诩 阳娜 侠克

目前，奥密克戎已成为全球优
势流行株，通过人和物输入我国的
风险逐渐增大。我国相继发生由冷
链物品或境外邮件引发的疫情。消
费者该如何“海淘”？国际邮件消
杀能否让人放心？如何应对“物传
人”的可能性？

“进口货”该怎么买？
记者在多家海淘 App、境外买

手网站上就“海淘”是否安全进行
咨询，收到诸如“外包装会经过多
次消杀，不会有携带病毒的风险”

“采购前、发货前都会消毒，包裹到
海关还会进行集体消杀，所以携带
病毒的概率是非常小的”的回复。

然而，一位专门代购某海外品
牌奶粉的批发商也表示，从某国发
货的奶粉在当地没有任何防护措
施，主要靠国内海关对包裹进行消
杀防护。目前，代购主要由国外直

邮或国内保税仓发货，不过受疫情
影响，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直邮的时
效不稳定，估计到货要 3 周以上的
时间。

京东生鲜体验提升部负责人岳
清华介绍，为了满足消费者对进口
冷链食品“买得明白、买得放心”
的要求，京东生鲜为消费者提供进
口商品全程溯源服务平台，全环节
冷链流转可查询、可追溯。消费者
在京东平台购买进口冷链商品，可
通过追溯码查询产品的来源国家或
地区、生产日期、批次号、流通路
径以及商品的消毒证明等全方位信
息。

国家邮政局安全监督管理司 1
月 16 日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切实筑牢国际邮件快
件疫情防控屏障，严防境外疫情通
过寄递渠道输入。要综合评估进口
邮件快件来源地疫情风险等级、上
游经营主体资质、寄递物品属性等
因素，按照精准防控、提级管控的
相关要求，制定疫情高风险国家和

地区进口邮件快件疫情防控处置方
案，减少从境外疫情高风险国家和
地区邮购、快递物品。

国际邮件如何安全消杀？
据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
发现的 1 例本土确诊病例，自述近
期曾收发过国际邮件。经采样和核
酸检测，疾控人员发现邮件的部分
包装外表面、内表面及文件内纸张
标本显示阳性。此外，北京市公安
局通报，某食品批发部经营人违反
冷链产品疫情防控有关规定，擅自
将自东南亚某国进口带鱼等海产品
的进口标签更换为国产标识，以逃
避进口冷链产品正常监管。

国际邮件如何安全消杀，关系
到能否有效防范疫情输入，也关系
到消费者能否放心“海淘”。

联邦快递中国区操作部董事总
经理魏智德介绍，在消杀流程方
面，从航班卸货开始至派送前的整
个过程中，会按相关防控要求和技

术标准对进口货物包装进行多次全
覆盖消杀。同时，工作人员也会做
好国际邮件处理场所和车辆的消毒
和通风。

岳清华介绍，为确保进口生鲜
商品的流通安全，京东生鲜针对进
口冷链商品在符合当地监管标准的
基础上查验待入库商品的报关单、
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测报告及消
毒证明，确认无异常后才可允许入
库。同时，对仓内定期进行全面消
毒，并按照各地防疫部门要求周期
性组织员工进行核酸检测，保障运
营安全。另外，在京东物流的生鲜
园区内，也同步执行严格消毒措
施。

“物传人”可能性如何
应对？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认为，新冠病毒可在低温下长时间
存活，冬季经物传播的风险增大。
既往我国多个省份也曾报道经冷链
或非冷链物品传播的案例，近期我
国多地也曾有境外邮件及其他物品
阳性的报道。

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陈效友表
示，由于冬季温度普遍偏低，新冠
病毒在低温环境下存活时间会显著
延长，是有可能在物体表面、冷链
环境中存活的，因此要坚持“人物
同防、医患同防”。市民在拆快递
时，如果认为有风险，特别是拆取
进口冷链货物等风险相对较高的包
裹，应戴好手套，用酒精或含氯的
消毒液对包裹的外包装进行消毒，
要坚持“消一层、撕一层”。

庞星火建议，若收到境外邮件
或物品时，要减少直接接触和交
流，尽可能实现无接触交接，如需
当面签收，应与快递员保持 1 米以
上距离。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
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要按照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如需拿回家中，可
用含氯消毒剂对内外包装进行全面
消毒。处理完邮件后及时摘下手
套，更换口罩，认真进行手消毒或
清洗双手，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
口、眼、鼻。

国际邮件如何安全消杀“物传人”可能性如何应对
——三问“海淘”采购风险

1 月 21 日，在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综合保税区快件中心，联邦快递工作人员分拣从消毒棚里运出的境外包
裹。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3 日电
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喜迎党
的二十大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
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 《中国
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 一书，已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
行。

在书稿编写过程中，习近平总
书记给予亲切关怀、作出重要批
示，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起草和修
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组织
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
档案馆 （国家档案局） 等中央有关
部门和单位提供了大力支持和帮
助。

该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唯
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严格遵
守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突出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使命任务，忠实记录一百年来
党的宣传工作服务党和人民事业发
展的伟大历程和重大成就，充分反
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宣传工作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翔实记述党的宣传史上重要思想、
重要方针、重要事件、重要活动，
系统总结党的宣传工作优良传统和
宝贵经验，集中彰显了伟大建党精
神和我们党独特的思想政治优势，
是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的重要读物，是学习研究党的宣传
史的基本教材。

该书分上下卷，共 11 章、83
节，约 49 万字。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
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