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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名“甬工惠”粉丝
绿色出行健步走荪湖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周永卫 王际明）
昨天，由宁波市总工会主办、江北区总工会承办的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宁波职工绿色出行相约
江北荪湖健步走活动在荪湖风景区举行，共有来自
全市各条战线的近500名“甬工惠”粉丝冒雨参加
绿色出行健步走活动。通过友好比赛，共有30名
运动员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

昨天上午9点多，由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
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总工会、市轨道交通工
程建设指挥部、市治堵办（公交都市办）共同主办
的“公交优先 绿色出行”广场活动正式启幕。

记者了解到，昨天也是宁波全市启动地铁
公交90分钟优惠换乘举措满一年的日子。随
着轨道交通1号、2号、3号线形成“网络化”运营
骨架，千条公交线路如织网，万辆公交车奔波
忙，还有6000辆出租车、4万辆公共自行车及网

约车、共享单车在街头穿梭，我市“四车一体”公
共交通出行体系已然构建完成。

据统计，我市公共交通日均客流量达240
万人次，其中地铁客流量超过60万人次，而优
惠换乘政策实施一年来，累计有1132.55万人次
享受换乘优惠，其中地铁换公交519.83万人次，
公交换地铁612.72万人次。全年市民乘车少花
了 1274.17 万元，其中，地铁换公交优惠了
585.43万元，公交换地铁688.74万元。

“公交优先 绿色出行”主题广场活动昨举行

市民代表倡议，争做绿色出行的先行者
今年9月，交通运

输部、公安部、国家机
关事务管理局、中华全
国总工会联合组织开
展绿色出行宣传月和
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
其中9月16日至22日
为公交出行宣传周。
昨天上午，一场“公交
优先 绿色出行”主题
广场活动在宁波文化
广场拉开帷幕，许多市
民来到现场，共同宣
传、响应“绿色出行”倡
议。 市民参加绿色骑行活动。 记者 杨辉 摄

在当天上午的活动中，还有一项特别的议程，
就是由市公共交通协会互联网租赁非机动车分会
与市民代表上台，共同倡议绿色出行、文明出行。

“我们倡议：人人争做绿色出行的先行者。
节能减排从我先行，低碳生活从点滴做起，积极
践行‘135’行动，即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
骑行，5公里以内乘坐公共交通……让我们共
同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城市少

一点污染、多一片清新，让道路少一点拥堵、多
一份畅通，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为宁波更美好的
明天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台上，4位代表庄
重宣读；台下，数百市民齐声呼应。

在活动的尾声，统一着装的100多位市民
分别骑上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开始绿色骑
行活动，在周边宣传、推广绿色出行。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汤林 陈新颜

市民共同倡议绿色出行

在活动现场，除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外，最
令市民们动容的，莫过于向10位公交行业幕
后英雄致敬、颁奖的环节。这 10位幕后英
雄，均是工龄超过30年的公交维修工，他们
不仅见证了宁波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更是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和满腔热血都献给了这
一份事业。

工龄40年的维修工胡再学告诉记者，他是
1980年进入公交公司的，这些年来一直做着

“幕后”工作，“以前的公交车很老旧，维修工作
基本靠手工，常常是‘一把榔头走天下’，现在科
技发展了，都有纯电动公交车了，我们更要多学
习、掌握新技术，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服
务水平。”

“把车子修得安全可靠，把车厢环境弄得整
洁明亮，让驾驶员工作愉快，让乘客们出行安
全、舒适，就是我们这些‘幕后工作者’最大的愿
望！”胡再学说。

致敬公交行业的“幕后英雄”

优惠换乘一年，市民乘车少花了1274.17万元

九旬老兵凭吊牺牲战友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吴志庆 张海

明） 9月22日下午，大榭岛秋风细雨，凉意袭人。
曾参加过解放大榭岛战斗的河南籍老兵王长银不
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在家人、大榭开发区海韵社
区党员志愿者以及3名老战友的陪护下，顶风冒
雨，来到大榭开发区革命烈士陵园祭扫英烈，凭吊
战友。

92岁高龄的河南籍老兵王长银在大家的搀扶
下，拾级而上，依次登上史迹平台、瞻仰广场、碑记
广场，在烈士墓前伫立缅怀，和老兵们一起向长眠
在这里的昔日战友敬礼。

70年过去了，解放大榭岛、鏖战七顶山的战斗
场面对王长银来说，仿佛就在眼前，“眼睁睁看到一
个又一个战友在冲锋时倒下，有的成了血人还继续
往上冲……”秋风秋雨寄哀思，王长银深情地回忆
起当年的战斗经历，禁不住老泪纵横，边上的人也
听之动容。

据了解，渡海第一仗最为惨烈的战斗是夜间攻
占七顶山。七顶山是大榭岛群山的主峰，敌军负隅
顽抗，妄图据守待援。王长银所在的2排三次突击
下来，原有36人只剩下王长银、张文华、庞恒全3
人。班长王长银等3人不惧生死，硬是攻下七顶山
主峰。战后，王长银、张文华、庞恒全3人被所在部
队授予“浙东三勇士”称号。自1984年，大榭革命
烈士陵园建成以来，老兵王长银每年都会来陵园祭
扫，凭吊战友，并受邀到机关、学校、部队、社会团体
等讲革命故事。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 第2019111期：07 18 20 22 24 33 01
3D 第2019258期：1 0 3
15选5 第2019258期：02 03 07 08 14

体彩开奖信息
6+1第19111期：7 1 1 3 0 1 7
20选5第19258期：09 10 11 15 19
排列5第19258期：5 1 1 9 7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宁波市职工健步走活动现场。记者 胡龙召 摄

城
市
交
通
治
堵

公
交
都
市
创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