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最美亚运通道 创文明典范之都

本报讯（记者张昊） 为全面落
实“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实践部
署要求，市文明委日前印发实施方
案，对开展“浙江有礼·宁波示
范”市民文明素质养成行动作出部
署。我市将以推动人的现代化为核
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以“浙风十礼”为主要内容，
扎实开展市民文明素质养成行动，
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
明程度，让“在宁波，看见文明
中国”成为我市打造全国文明典
范之都、共同富裕示范先行的标
志性成果，为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提供良好社会氛围和强大精神
力量。

今年 2 月，省文明委印发实施
意见，推进“浙江有礼”省域文明

新实践，大力倡导爱国爱乡、科学
理性、书香礼仪、唯实惟先、开放
大气、重诺守信六种时代新风，崇
尚践行敬有礼、学有礼、信有礼、
亲有礼、行有礼、帮有礼、仪有
礼、网有礼、餐有礼、乐有礼十种
礼节礼行的“浙风十礼”。

围绕广泛弘扬践行“浙风十
礼”，宁波如何作示范、当表率？
方案指出，我市将着力推进十方面
的重点工作：理论武装作示范，实
施传承红色基因薪火行动，让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全
民学礼作示范，大力普及现代文明
礼仪规范，开展“迎亚运讲文明树
新 风 ” 活 动 ， 倡 导 “ 文 明 观 赛 ”

“文明待客”等文明赛会礼仪；重
信守诺作示范，广泛开展诚信教育

活动，培树“最美诚信宁波人”；
移风易俗作示范，开展“节庆崇简
约、办酒不铺张”倡导活动；优良
家风作示范，全面推进“甬尚人
家”家庭文明建设，开展“家风伴
我行”系列活动；志愿服务作示
范，广泛开展“微志愿”服务活
动，打造一批志愿服务示范站点、
示范团队、特色精品项目；文明用
餐作示范，开展“文明餐桌”宣传
活动，开展“光盘行动”“公筷公
勺”推广普及行动；文明交通作示
范，重点开展“文明出行、文明驾
驶、文明载客、文明停车、文明乘
车”等五大行动，培养绿色、低
碳、健康出行习惯；文明旅游作示
范，开展文明旅游主题活动，选树
一批“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文明

旅游示范区”；文明上网作示范，
大力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开
展网络公益活动。

方案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广泛
开展有礼宣传，开设有礼讲堂，打
造有礼品牌，倡导有礼代言，推
进数智赋礼，坚持整体推进、建
立工作清单、强化工作保障，把

“浙江有礼·宁波示范”市民文明
素质养成行动真正落到实处，推
动市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
素质、身心健康素质显著提升，让
宁波大地呈现正气充盈、爱心涌
动、文明有礼、温暖如春的幸福图
景，努力在凝聚有礼之魂、营造有
礼生态、推进有礼实践、推介有礼
品牌、推动数智赋礼等方面走在全
省前列。

浙江有礼 宁波示范

我市开展市民文明素质养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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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甬台温高速绕道杭甬高速，
一路驶来，中央分隔带和道路两旁
绿意盎然，油黑的路面和亮白的标
志线，让人神清气爽。

“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
随着杭州亚运会临近，宁波公路两
侧的“三化一平”工作快马加鞭，
路况平整提升、桥梁边坡整治、隧
道增量提质、设施更新美化、路面

洁化清爽、服务形象提升⋯⋯百余
个项目齐头并进、马不停蹄。

为全面做好公路两侧绿化、洁
化、美化和公路平整度的整治提升
工作，我市交通运输部门制定了专
项整治行动方案，明确工作内容、
落实工作责任，组建工作专班，建
立了工作交办、定期督导通报等机
制，组织督查检查，压实责任，加

强联动，形成合力，以此努力实现
公路沿线干净整洁、绿化景色美
观、环境优美协调、公路路面平整。

项目是抓手，对此，我市制定专
项整治项目化管理方案，实施公路

“三化一平”823112 整治工程，即
“8”大主任务包（路况平整提升、桥
梁边坡整治、隧道增亮提质、设施更
新美化、路面洁化清爽、服务形象提
升、公路建筑控制区整治、可视范围
整治）；“23”项子任务，即养护工
程、桥头跳车、照明、附属设施、护
栏、服务区、收费站、桥下空间、绿
化等；“112”个整治提升项目，将整
治工作任务按照项目化管理，明确任
务和时间节点，其中包括路面整治项
目99个。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亚运保障
工作，我市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亚
运交通保障项目 18 个，沈海高速
石浦连接线、S311 象西线象山段、
象山港大桥及接线等，这些都是亚
运重点保障项目。通过对这些项目

的改造提升，我市有效地改善了道
路的行车环境，提高了平整度，减
少了行车噪声，不仅提高了公路的
耐久性，也增强了公路的通行能
力，大大地增强了行车的舒适性、
安全性和公众的出行体验。

在一些重点问题点位，我市一
边努力完成省级下达的公路路面点

位 587 处目标任务要求，一边自我
加压，运用智能化检测等手段，主
动排摸出 310 处问题点位，并全面
开展整治工作。如对自查自纠发现
的 61 处绿化缺失点位，正有条不
紊地开展补植工作。

据悉，为确保高速公路、普通
国道、省道平整度达标，我市将 60

公里的不平路面、11 座桥梁的桥头
跳车问题纳入省民生实事工程加以
推进。今年以来，全市累计安排国
省道大中修工程约 450 公里 （其中
普 通 国 省 道 220 公 里 ， 高 速 公 路
230 公里），总投资约 5 亿元。

百余个公路项目推进公路两侧百余个公路项目推进公路两侧““三化一平三化一平””

焕然一新的高速公路焕然一新的高速公路。。

作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赛区之一，宁波将迎来四海嘉宾。
为全面争当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和共同富裕示

范区排头兵，强化亚运会服务交通保障，我市积极推动公路
两侧洁化、美化、绿化和路面平整工作 （以下简称公路“三

化一平”），全面提升路域环境和路况水平。
今日起，本报联合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看宁波如何建设最

美亚运通道，如何借此东风为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加油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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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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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才国

据昨天
《宁波日报》
报道，4 月

1 日至 10 日，公安交警部门共查
处“开车使用手机”的交通违法
4072人。

开车玩手机、打电话或发微
信，严重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在
短时间内形成“盲驾”状态。统计
表明，交通事故中，四成以上事故
由“盲驾”引发，而且不少是群死
群伤严重交通事故。更令人担忧的
是，相对于“酒驾”，“盲驾”的人
数更多、群体更大。尽管 4 月 1 日
起落地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记分管理办法》，“剑”指开车时接
打电话这样的“盲驾”行为，处罚
记分由 2分上调到 3分，但 10天时
间我市查处“开车使用手机”的交

通违法行为就有这么多人，毫无疑
问，手机已然成为危害交通安全的

“手雷”。
清除这颗“手雷”，一方面，

要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持
续深入地宣传“盲驾”的危害，可
以是“盲驾”司机谈教训，也可以
是“盲驾”造成的交通事故图片展
……让大家从活生生的案例、血淋
淋的事故中受震动、被警醒，从而
做到开车不当“低头族”；另一方
面，强化常态化执法，维护好执法
的“刚性”，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让“盲驾”司机付出代价。

“盲驾”行为的危险性不亚于
“酒驾”，却比酒驾更为普遍。让我
们 像 打 击 酒 驾 一 样 严 打 “ 盲
驾”，让“开车不玩手机”成为每
个司机的自觉行动。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别让手机成“手雷”

本报讯 （记者张昊 通讯员
崔路） 日前，由省委宣传部和浙
报 集 团 联 合 推 出 的 “ 浙 江 好 人
榜”2022 年 3 月名单揭晓。此次
上 榜 共 27 例 ，其中宁波有 3 人上
榜。宁海县桑洲小学退休教师章思
滚获评助人为乐好人，海曙区南门
街道社区戒毒 （康复） 工作站负责
人贺元英获评诚实守信好人，余
姚市阳明街道胜山社区居民沈国
英获评孝老爱亲好人。

从 1987 年开始，章思滚发动
当地热心退休教师，成立了银发讲
师团，跋涉在各村之间开展红色宣
讲。35 年来，章思滚带领的“银
发讲师团”“自学、自费、自悟”
纯公益为村民带来理论宣讲“好声
音”，足迹遍布全镇 20 多个村庄，
义务宣讲达 400 多场，累计听讲达
2 万余人次。

21 年来，贺元英始终为禁毒
帮教工作呕心沥血，虽已年逾七

旬，她仍坚守在戒毒第一线。她用
慈母般的爱心帮助上千名涉毒青年
找工作、调解缓和家庭关系、找回
尊严和生活下去的信心；她独创的

“五步帮教法”成效显著，长期帮
教人员中有 83%回归社会、78%实
现 再 就 业 ， 31 人 15 年 以 上 不 复
吸，52 人 10 年以上不复吸。她曾
荣获“全国十大民间禁毒人士”、
浙江省首届“最美禁毒人士”等荣
誉称号。

沈国英 1 岁时生父因病去世，
母亲带着她改嫁后生下同母异父的
弟弟沈永海。1972 年，沈永海因
突发脑膜炎救治不及时，留下了后
遗症，成了精神残疾人。沈国英
选择和弟弟相依为命过日子。长
姐如母，此后的四十多年来，沈国
英悉心照顾病弟，以青春为代价，
为弟弟撑起了一片无忧的天空。她
曾被评为宁波好人、宁波市道德模
范。

最新一期“浙江好人榜”揭晓

宁波3位好人上榜

记 者 徐 欣
通讯员 翟焕才 王鹏钦

4 月 16 日 16 时，正在某海域
执行巡航任务的中国海警局直属第
二局海警秀山舰接东海分局指令：
江苏南通以东海域有一渔船渔民在
作业时缆绳断裂击中头部，出现呕
吐、昏迷、抽搐症状，请立即前出
救援。

警情就是命令。海警秀山舰接
到指令后，立即调整航向，高速向
事发海域机动，同时启动海上救援
应急预案，在舰艇后段设立隔离
点。各救援部位海警执法员迅速进
入状态，紧前开展救援准备工作。
航渡过程中，海警秀山舰通过卫星
电话、渔业电台、甚高频等通讯手
段，主动联络求助渔船，了解伤员
受伤过程和伤情状态。经伤情研
判，该伤员被缆绳击中头部后疑似
颅内出血，随舰医生科学制定救助
方案，指导求助渔船对伤员进行冰
袋外敷，降低颅内血压。

当天 17 时许，海警秀山舰经
一小时的高速航行，抵达求助渔船

“闽连渔运 60478”所在海域。现
场海况暗流涌动、舰船间高差较
大、伤员全无意识⋯⋯时间就是生
命！海警秀山舰在与求助渔船充分
沟通的基础上，决定采取“小船靠大
船”和“索桥转运”的方法进行过
驳。因现场浪比较大，渔船靠泊非
常危险，海警秀山舰指挥员沉着冷
静，指挥渔船调整航向，保持低速
小角度切入。几经努力，渔船的缆
绳终于套上了海警秀山舰的系缆桩。

“三、二、一！走！”18 时 20
分，海警执法员和渔船渔民看准时
机，在两船高度相差最小的时候齐
心协力，迅速将受伤渔民过驳至海
警秀山舰。海警秀山舰结合疫情防
控要求，立即将受伤渔民转运至舱
内隔离病房，对相关区域进行消
杀，设立警戒区，并安排随舰医生
和求助渔船两名渔民对伤员进行全
程陪护。与此同时，海警秀山舰星
夜驰骋，高速返港。

次日凌晨 4 时 40 分许，海警秀
山舰靠泊舟山某码头，顺利将伤员
转运至医院。目前，伤员正在进一
步救治中。

渔民昏迷情况危急
海警秀山舰火速救援

本报讯（记者董惊鸿 沈孙
晖 张凯凯 余建文） 昨日上午
8 时许，象山县石浦科技园区附
近海域，有渔民发现一头鲸鱼搁
浅，经专家初步测算为一条长近
20 米、重约 70 吨的雄性抹香鲸。

相关部门在接到消息后，第
一时间派出船只前往现场救援。
但由于鲸鱼体型庞大，采取了驱
离、拖带等方式均没有奏效。又
赶上海水退潮，使得营救更加困
难。救援人员和渔民只能原地保
护，不断泼水，保持鲸鱼身体湿
润，等待涨潮时再行施救。

昨天下午记者赶到现场时，
看到鲸鱼陷在滩涂中，尾部、头
部等有明显擦伤，由于缺乏水
分，表皮已有部分脱落，尾巴时
不时甩动几下。现场救援人员正
在给搁浅鲸鱼清创并用药。

“在海里的时候，海水的浮
力能够分散鲸鱼身体的重量。但
搁浅后，鲸鱼身体的重量不能被
海水均匀分散掉，这会压迫到它
的内脏，长时间会导致死亡。”
在现场施救的宁波鱼人水生野生
动物救护中心工作人员王亮亮
说，“我们已经对鲸鱼进行了全
身检查和采样，并在它的身上绑
上浮标，为后续利用潮水帮助其
回归大海作准备。”

浙江海洋大学的赵盛龙教授
是海洋生物方面的专家，他告诉
记者：“近些年来，浙江沿海发生
过多次鲸鱼搁浅事件。这次象山
半边山海域的鲸鱼搁浅，很有可
能是鲸鱼因为受伤或者生命即将
走向终点，身体条件不足以支撑
其在远海生存，于是在潮水的带
动下来到了近海。”王亮亮则提出

了 另 一
种 可 能 ，
即发生“迷航”：
在通航繁忙的海域，鲸鱼有可能
因为周遭密集的电子信号干扰，
使其自身的导航系统发生错误。

住在鲸鱼搁浅地点附近的石
浦市民陈璐告诉记者，听家里长
辈讲，20 多年前，这里也发生过
鲸鱼搁浅，但相比这次，当时那
条鲸鱼的体量要小很多，最终成
功施救。“希望这条鲸鱼也可以
平平安安的。”

晚上 10 时多，随着水位不断
上涨，救援的最佳时间已然到
来，根据现场救援视频，记者看
到救援人员用绳索在鲸鱼相关部
位进行固定，再通过船只把鲸鱼
拖带进入深海区。

截至昨晚记者发稿时，救援
船仍在将鲸鱼带往深海区。据现
场救援人员介绍，鲸鱼已脱离困
境，生命体征平稳。

长近20米、重约70吨，持续救援10多个小时

象山搁浅抹香鲸脱困入海

图为救援现场。
（徐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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