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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第21054期：
03 06 17 20 25 03 09
20选5第21125期：
02 03 06 09 15
排列5第21125期：
9 1 9 8 8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6+1第2021054期：4 5 0 3 5 4 虎
3D第2021125期：9 4 2
15选5第2021125期：
01 03 07 08 14
快乐8第2021125期：
05 09 11 12 13 14 18 19 22 35
40 43 44 49 61 63 69 77 78 80

福彩开奖信息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东钱湖作为一个旅游
度假区，景区和乡村是并存关系，他
们将景区和乡村环境资源、人文资
源融合在一起，建设“两高四好八
美”型乡镇。“建设好文明乡风，就能
更好地推动文明旅游。”这名负责人
说，现在，东钱湖的各个村庄在建设
物质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精神
文明的创建。

殷湾渔火文化节、下水麻糍文
化节、洋山杜鹃花艺节等乡村全域
旅游文化节集市活动不仅让村民们
钱袋子鼓了、生活更丰富了，东钱湖
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型的脚步也
越来越快速。

旅游经济发展了，乡村环境整
体也提升了，村民的文明素质更是
有较大提升。“村民们通过集市活
动，更加认识到了旅游营销推广的

理念，无形中就把自己日常的生产
生活跟文明旅游结合起来，”该负责
人说，“现在东钱湖各村还推出了最
美婆媳、最美家庭等评选，通过树立
榜样，让更多的村民学习，创造更加
和谐的文明环境。”

东钱湖不断推进的文明乡风也
影响到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段时
间，韩岭老街游客服务中心在网上
进行志愿者招募活动，两名杭州游
客的报名吸引了董敏的注意。其中
一名报名者谢女士说：“我老家就是
韩岭的，之前来东钱湖旅游，看见家
乡建设真的很快，而且家乡人民还
非常文明礼貌，志愿者也在旅游中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所以，
我想来这里多了解自己的家乡，也
想为家乡做些事情。”

记者 林伟 见习记者 王昱汀
通讯员 刘奕艺

东钱湖畔，有一群“田螺姑娘”
东钱湖打造文明乡风助力文明旅游

“田螺姑娘”是美丽东钱湖文明
乡风的缩影，是东钱湖为了营造人
与自然文明和谐共处典范区域推出
的志愿品牌。她们在湖边巡逻，在
田间护绿；她们走进老人家中，为他
们读报，教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她们
的助学团队经常出现在各村社的暑
期学堂里，为儿童指导课业；她们化
身红娘和“马大姐”，帮助解决青年
的婚恋问题和家庭纠纷。

“家园越美丽，村民的参与感就
越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说。在高钱村，保护青雷
山步行道的整洁成为了一项全村村
民的全民运动。

“原来我们青雷山上的步行道

是一条荆棘丛生的土路，游客扔垃
圾也没有人管，长久下来就很邋
遢。”东钱湖镇人大专职主席俞伟国
说，“6年前，爱心企业捐献了81.5
万元，帮助我们修了一条安全美观
的步道，不仅让村民有了健身的地
方，也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从那时起，步行道所在的东钱
湖镇高钱村党总支书记许南勇和
妇女主任史娇君，就主动承担起
了维护步道卫生的任务。6年如
一日，每周一他们都会去山中清
理垃圾，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的村民参与到了爱护步道的行
动中来，现在已成了高钱村的全
民行动。

家园越美丽，村民的参与感就越强

建设文明乡风，推动文明旅游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从5
月14日开始，宁波市文明办联合
市交警部门、宁波晚报、甬上APP
启动了24小时不间断的文明礼
让斑马线慢直播。全国各地的网
友能通过宁波晚报甬上APP、宁
波晚报抖音号、宁波晚报微信视
频号和宁波交警抖音号，看到宁
波闹市区路口的实时画面，见证
斑马线前的礼让之风。

5月15日的慢直播，将镜头
对准了宁波开明街新街口的斑马
线。开明街，位于宁波最繁华的
商圈之一天一广场的西侧，人流
车流非常密集，而开明街新街口
的这道斑马线前，没有红绿灯，只
在地面上标识着“车让人”的字
样。这样的路口，是最能体现宁
波文明礼让斑马线的真实情况。

在实时直播画面中，当开明
街新街口的斑马线两头有行人
经过，途经的大部分车辆都会踩
住刹车，缓缓停下礼让，不过，由
于路过车辆比较密集，该路口会
时不时出现缓行的情况。而全
国各地的网友都通过网络平台
的实时直播，见证了宁波市民的

文明行为。
很多网友一边观看直播，一

边留言点赞：“斑马线前让一让，
就是文明城市的模样”“好多游客
对宁波的第一印象，就是从斑马
线前礼让开始的”“最美风景线，
而且宁波随处可见”……

不过，当机动车车主们默契
地为行人让行时，有部分骑车人
的行为就显得不那么文明了。有
些外卖小哥骑着电瓶车在机动车
道上穿行，甚至有抢道的行为，一
定程度上成为了画面上的瑕疵。

截至15日晚上7点，文明礼
让斑马线慢直播在宁波晚报甬上
APP上已有超过8万人点击，宁
波晚报抖音号上有超过12.9万
人观看，宁波晚报微信视频号上
也有超过3.4万的浏览量，超过
6000的点赞数。

据了解，在直播期间，宁波晚
报甬上APP、宁波晚报抖音号、
宁波晚报微信视频号和宁波交警
抖音号将持续播放开明街新街口
等路口的实时画面，省委宣传部
美丽浙江相关平台也将对此进行
转播。

宁波这个路口直播过马路
数十万人围观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
员 沈㑇）近期省内外一些地区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相继发生了
人员伤亡事件。根据气象部门预
测，近3天我市还将有强对流天气
出现，为贯彻落实省、市领导的批
示要求，吸取外地事件教训，进一
步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御工作，市
防指办决定就有关事项做出提示。

高度重视防御工作。坚决克
服麻痹轻视和无能为力思想，以
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
度，主动作为，积极防御。

密切监测研判风险。持续关
注气象动态，加强重点领域的监

测，及时预警强风、暴雨、雷电可
能带来的房屋倒塌、小流域山洪
和地质灾害等风险，提前落实防
御措施。

加强应急值守准备。对重点
地区特别是可能出现险情的区
域，相关地区应提前预置救援队
伍和物资。一旦出现灾情，必须
第一时间报告，为抢险救灾赢得
宝贵时间。

提醒群众加强防范。利用媒
体宣传和各种信息渠道，及时发
布灾害预警，宣传应对强对流天
气的相关防范知识，提高市民的
自我保护意识。

市防指发出风险提示：
近3天将有强对流天气
市民要注意防范

火了！
“东钱湖畔不仅有田

螺山，还有好多勤劳美丽
的‘田螺姑娘’。”日前，记
者探访东钱湖韩岭老街，
看见了一批身穿红色马甲
的女志愿者正在路边捡拾
垃圾杂物，维持老街的干
净卫生。韩岭游客服务中
心负责人董敏告诉记者，
她们就是东钱湖“田螺姑
娘”志愿者队伍，由东钱湖
旅游度假区各村以及各行
各业中勤劳且具有公益心
的女性构成。

““田螺姑娘田螺姑娘””志愿者队伍在打扫卫生志愿者队伍在打扫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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