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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第一天：怀着闪亮愿望 开启忙碌模式
■本报记者 陶潇迪 应科苗 蔡亚辉 鲍婷婷 林幼娟 吴海霞 通讯员 陈坦 顾一伟 余璐

本报讯（记者 吴海霞 通讯
员 陈科峰）新年第一天，闭馆一
个半月进行改造提升后的区非遗
馆开门迎客，面貌一新的展厅及
更强的互动感，让传统文化呈现
出新气象、新魅力。

鄞州非遗馆作为活态化集中
展示20余项传统手工艺，融作品
展陈、现场技艺展示和教育培训
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自2015年
开馆以来，接待参观、培训人数超
过10万人次，接待省内外各文化
考察团100多个。

元旦上午，记者第一时间前
往探馆。据介绍，非遗馆此次转
型升级，以“微改造、精提升”为主
线，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

记者发现，非遗馆的两道大
门有了局部更新，一道门上，用传
统铁艺制作了仿古的门环；另一
道门则彩绘了传统门神，这是两
位非遗传承人的作品。两道门之
间的门厅墙上，展示了国家级、省
级、市级、区级等非遗项目共111
项。

1号馆汇集了金银彩绣、朱金
漆木雕、骨木镶嵌等3项国家级非
遗，打造了绣房、婚房、书房等不同
风格的陈列，并将这3项技艺展示
的作品融入其中。最吸引眼球的
是婚房，朱金漆木雕的婚床、杠箱、
洗脚桶等，大多为清末的老物件，
红色纱幔、喜庆的金银彩绣床上用
品、垫子等，让人品味到老底子生
活的精致。书房系列展示中，紫林
坊艺术馆新近出品的茶桌、椅子、
凳子系列，宋式风格，简洁淡雅，茶
桌四角黄杨木镶嵌细致花纹。

2号馆和3号馆也有各自的

新打卡点，分别是具有“窑炉”既
视感的越窑青瓷墙和LED《八月
半渔棉会风情图》背景墙。2号馆
新辟了拉胚区域，非遗馆今后还
将设置窑炉，新出炉的陶瓷器与
画瓷技艺结合，让研学体验环节
不断延伸。

变化最大的是6号馆，重新打
造具有独特的中医药文化，着重
展示小儿针灸、陆氏伤科、钟氏内
科、中草药采制技艺等4个非遗项
目，除了图文展板外，还有玻璃柜
的中草药实物展陈。今后，非遗
馆将邀请中医药专家来馆不定期
开展公益性互动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微改
造过程中，非遗馆专门整理出二
楼的空间，共300多平方米，分别
为大学生创业中心的工位区和洽
谈室，以及非遗直播间。

目前，已有来自浙江万里学
院、宁波工程技术学院、宁波财经
学院等3所高校的大学生入驻非
遗馆，他们与楼下的非遗传承人
开展面对面交流，碰撞出不少火
花，让非遗更好地融入新时代。

以展示技艺和非遗相关产品
带货为主的直播间，通过在“金银
花·鄞州非遗”抖音号等平台在线
直播，成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进
一步扩大非遗影响力的重要途
径。

元旦当天，区非遗馆严格落
实各项防控举措，有序接待参观
者。东南小学一名二年级学生和
她的妈妈是来非遗馆的第一波客
人，母女俩专门来学习面塑技艺
的，看到非遗馆的变化后感叹：

“漂亮多了，也更有吸引力了。”

更强体验感 牵手新时代

区非遗馆改造提升后
全新迎客

本报讯 （记者 王瑜 通讯员
叶布什）元旦前的一天，天气寒冷，
但在中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
议室却是暖意融融。当天，中河街
道城兴社区代表“棉鞋奶奶”李文
清，为街道每位参加一线防疫的医
护人员送上一双爱心棉鞋，这让他
们既惊喜又感动。

说起“棉鞋奶奶”李文清，很多
人都会竖起大拇指。李文清今年
71岁，家住城兴社区风格城事小
区，自10年前她和老伴随女儿从湖
北老家搬来宁波后，她每年坚持手
工编织爱心棉鞋，手工棉鞋先后被
送往敬老院、特殊学校、轨道交通建
设工地等，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棉
鞋奶奶”。

“就像一个温暖约定，每年年
底，‘棉鞋奶奶’都会把当年编织
的所有棉鞋整理好，然后打电话给
社区，等着我们去取。”城兴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亚玲介
绍，前年上半年，她碰到“棉鞋奶
奶”，得知老人身体不好，本以为

当年不会有爱心棉鞋，没想到临近
年底，还是接到了“棉鞋奶奶”的
电话，这让她分外感动，“一共35
双，每一双都是精心编织的。”

记者了解到，李文清编织一双
棉鞋，需要10来天，前几年她被查
出患有白内障，导致视力下降，编
织棉鞋更加费力，但她依然没有停

下手中的针线。在李文清的床头，
放着一个大大的收纳柜，里面装的
都是毛线、海绵、鞋底、毛衣针等
工具、材料。至今，她还保持着做
一会棉鞋再睡觉的习惯。

“只要人家看得中，我就送。”这
是李文清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从送
邻居，到送老人，送工人，粗略统计，
10年间，“棉鞋奶奶”的爱心辐射范
围在不断扩大，累计送出爱心棉鞋
已有500多双。

去年底，考虑到前段时间很多
医护人员都在一线防疫，社区打算
把棉鞋送给中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医护人员，感谢他们的辛苦
付出。得知此事后，李文清高兴地
说：“把棉鞋送给白衣天使，非常有
意义。”

“暖脚更暖心。”收到爱心棉鞋
后，中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翁珊君感动地说：“‘棉鞋奶奶’
的爱心举动让人感动，这一针一线
都饱含了爱意，我们一定会把这份
爱心和温暖传递下去。”

“棉鞋奶奶”10年送出爱心棉鞋500余双
今年，她把编织的棉鞋送给一线防疫医护人员

1月1日，随着城市苏醒，新的
一年开启。向往与拼搏，希冀与努
力，忙碌与收获，化为新一年的目标
与动力。“盼望今年红红火火”“希望
疫情早日过去”“交出更好的答
卷”……在鄞州这座城市，处处涌动
着生机与活力，各行各业的人们在
崭新的一天，怀着闪亮的愿望，开启
新的征程。

快递小哥童秋召
远方家人是他奔波动力

凌晨4时半，快递小哥童秋召
准时出现在顺丰快递投创中心网点
的分拣线上。该公司快递员每十天
会轮到一次凌晨值班，负责分拣到
站快件。新年第一天在凌晨中开启
工作，童秋召认为，这是努力奋进的
好“彩头”。

根据工作流程将包裹按区域进
行分拣后已接近7时，童秋召笑着
说：“想到老家的妻儿，就感觉浑身
有使不完的劲！”

童秋召是顺丰速运快递员，每
天奔波在康强路沿线的企业，收件、
派件，分拣、装车，日复一日的工作
也有不平凡的一面。2020年春节
过后疫情发生，他响应公司号召第
一时间回到岗位，派送口罩、防护
服、食品、药品，输送的不仅是物资，
更是一份安全感。他因此获得“五
一”劳动奖章，成为快递行业的“英
雄”。

“您今天有两个包裹，有一个挺
重的，待会儿我给您扛上去。”“您的
快递我放在三楼电梯口了。”……在
康强电子厂区，童秋召依次给客户
打电话，利索地将每一个包裹送
到。工业厂区的派件相比居民区来
说，数量虽不多，但常有大件重件，
童秋召不辞辛苦坚持送到客户手
中。

“今天出门早，等下吃饭时给家
里打个电话，他们还等着跟我视频
呢。”说到妻子和一双儿女，童秋召
展开笑颜，将近一年没有回老家，他
时刻挂念着远在江西的家人，“远方
家人是我每天奔波的动力。”

公司实行轮休制，他为了多挣
加班工资，没有特别的事就选择上
班。“想念不能挂在嘴上，我要努力
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童秋
召说。

早餐店店主陈胜财
小店铺承载“火红红”愿望

“一份大饼油条！”“一个鸡蛋煎
饼，加生菜和鸡排！”“老板，今天的
胡辣汤有点咸！”1日清晨，位于前
河北路上的“陈记早点”洋溢着浓浓
烟火气。老板陈胜财和妻子在灶上
忙着炸油条、包饭团，两个帮厨在狭
小拥挤的店铺里来回穿梭，给食客
打豆浆、拿大饼。

食客方先生是北方人，他很喜
欢“陈记早点”的胡辣汤，“寒冷的早
晨，来一碗热乎乎的胡辣汤，暖胃更
暖心。”入冬后，为了满足食客要求，
陈胜财向朋友学了这门手艺，自己
还不断改进，一碗胡辣汤卖3元，是
小店的人气“爆款”。

小小的早餐店承载着生活的酸
甜苦辣。元旦这天，对陈胜财夫妇
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在鄞州
经营早餐店快30年了，当天刚好是
他俩早餐店搬到前河北路的第四
年。

1995年，陈胜财和妻子一起从
老家江西上饶来宁波打拼，在华严
街开了一家早餐店，取名“火红红”，
两人吃苦耐劳，继承了家族做油条、
做包子的传统手工艺，一时间成了
整条街人气最旺的店。

两人每天凌晨3时起床，和面、
蒸米饭、煎里脊肉、磨豆浆，“我们从
来不用过夜食材，为的是给食客一
个好口感。”

2018年，陈胜财把店搬到前河
北路，不少食客慕名而来，有些老顾
客甚至打车来吃早点。去年受疫情
影响，生意有所下滑，但因为口味
好、价格合适，店里吃早点的人还是
不少。“新年的愿望就是希望疫情早
点结束，生意像之前一样红红火
火！”陈胜财笑着说。

海鲜摊主楼辰曙
“追鲜”赶集迎新年

“带鱼怎么卖？”1日早晨六七
点钟，在咸祥农贸市场，一位“马大
嫂”打量着“阳阳海鲜”摊位上锃锃
亮的带鱼问。“新年优惠点，这条带
鱼160元。”摊主楼辰曙将带鱼拿起
来让顾客近距离仔细观察，“今早刚

从海里捕上来的，特别肥厚，您看
看。”

今年三十多岁的楼辰曙，在咸
祥农贸市场经营海鲜已有6年了。
为了让顾客吃上“热气货”海鲜，他
每天凌晨就起床待命，渔船靠岸的
电话一旦响起，他就第一时间出发
取货。

“市场4时就开门了，那时我差
不多能取货回来。”楼辰曙说，他自
己装车、卸车，到了摊位上，就忙着
铺冰、摆货。寒冷天，他的手指不一
会就冻得发麻，但他仍麻利地通过
咸祥农贸市场安装的天然海水装置
给海鲜“喝”上天然海水。

摊位上，鲳鱼、大虾、螃蟹、皮皮
虾、鳗鱼等当季海鲜琳琅满目。多
年的老顾客，以及被新鲜海货吸引
的市民，在摊位前熙熙攘攘。“给我
装个600元的海鲜大礼包，等会儿
要去丈母娘家呢！”“帮我挑一下鳗
鱼，过年了，我要做几条鳗筒。”……
摊位上堆放的海鲜转眼间就卖出一
大半。

“预计一月份迎来海鲜大礼包
购买高潮。”楼辰曙表示，咸祥农贸
市场改造提升后，让附近居民和游
客有了更好的购物体验，他的摊位
依托自家渔船打响了“新鲜”的金字
招牌，顾客络绎不绝，“新年希望自
己的努力都有回报，海鲜摊生意越
来越红火。”

农场主赵骥夫妇
期盼新年风调雨顺

早上 8时许，姜山镇“尚品果
蔬”农场主赵骥和童彩虹夫妇正娴
熟地把田里采摘上来的蔬果摘除黄
叶整理品相后，按客户需求进行打
包。“等下顺丰快递会将它们逐一送
到客户手中，新鲜果蔬当天就能出
现在餐桌上。”童彩虹说。

鲜红欲滴的草莓、翠绿的霜打
青菜、肥白的带泥萝卜……琳琅满
目的时令蔬果赏心悦目。丰盛的背
后，是艰辛的付出。寒潮来临前，赵
骥夫妇带着工人加班加点到夜黑，
为所有大棚又盖上一层膜，以防作
物受冻。

“尚品果蔬”农场成立于2013
年。当时，在外贸行业有所成就的
赵骥与童彩虹决定投身农业。创业
初期，经历过台风、暴雨等“天公不

作美”，也经历过市场惨淡、没有得
力人手、生活方式巨变、不被人理解
等困境，夫妻俩咬牙挺住，终于逐步
打开高端市场。

从白领到农场主，童彩虹面对
繁重农活已驾轻就熟。几年来，她
亲自摘果蔬、包装，接收客户反馈，
并及时进行调整。她说，只有自己
天天坚守在农场，才能慢慢改变工
人们原有的种植理念。

“经历务农生活才深切体会到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如今，夫妇俩已
习惯每天5时起床、6时到农场劳作
的生活。2021年，农场设施改造提
升，面貌焕然一新，不仅生产能力大
大提高，顾客前来采摘体验的也更
多了。

“你看，这里的路、沟、渠等基础
设施都进行了提升，周边实施了围
堰工程，连栋大棚是不是很漂亮。”
望着生机勃勃的农场，童彩虹与赵
骥充满信心与期待，“期盼新的一年
风调雨顺！”

汇鼎小微产业园
双创部负责人胡颖捷
见证创新创业时代浪潮

梳理完节后一周的工作，在
办公桌旁的白板上列出重点待办
事项，包括申报项目、科普基地材
料准备等等，然后整理本周走访
企业收集的问题需求表，排好 4
日上班要走访的企业名单。元旦
假期第一天，胡颖捷仍在办公室
忙碌着。

2019年底，胡颖捷来到汇鼎小
微产业园从事“双创”工作。胡颖捷
认为，自己虽然不是创业者，但同样
见证着创新创业的时代浪潮奔涌。
2021年，我区数字经济稳健发展，
胡颖捷在日常工作中，能触摸到行
业脉搏的跳动。“园区跨境电商、线
上教育等企业发展迅速，这些企业
去年对场地、融资等需求旺盛，纷纷
扩大规模。”

目前，汇鼎小微产业园有入驻
企业150家，其中永强大厦作为汇
鼎小微产业园一期，抢抓数字经济
产业发展先机，入驻的60余家企业
中，八成以上是数字经济企业，已涌
现出“大朴网”“易哈佛”“利特网”

“诠航科技”等一批优质数字经济企

业。
胡颖捷与同事一起每天都要

走访 10 家企业。“第一时间了解
企业所需所想，对接各方资源为
企业排忧解难。”在胡颖捷的记事
本里，密密麻麻地写着企业具体
需求：人才招聘、投融资、更新政
策、提供项目申报信息、申请场地
补贴等等，可以说涵盖了一家企
业从襁褓期到壮大所遇到的各种
问题。

比如，专注智慧交通的“诠航科
技”，在园区对接下快速获得银行贷
款用于研发、扩产，园区还帮助企业
对接优质认证公司，为企业拓展市
场助力。

“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开展
精准招商、精准服务和智能化管理，
在打造加速器、延伸产业链上下功
夫，交出更加亮眼的新答卷。”胡颖
捷表示。

志愿者周似梅
奉献更多爱与欢乐

上午10时，在五乡镇阳光家园
活动室里，“共读一本书”的亲子阅
读公益活动已接近尾声。此次读书
活动的主题是“如何把‘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结合书本阅读内
容，授课的“残之梦”团队志愿者周
似梅又将垃圾分类知识进行了科
普。

阅读活动之后，周似梅又和听
课的家长、孩子一起，拿上工具，到
附近的道路和绿化带开展捡垃圾志
愿服务。“新年第一天，通过‘大手牵
小手’活动，让孩子参与阅读和垃圾
分类活动，培养志愿服务的习惯和
环保意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周似梅说。

10时半，“残之梦”团队30多名
大、小志愿者开始包饺子。中午，他
们把热气腾腾的饺子送给一批残疾
人士，让他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感
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

周似梅告诉记者，她是开旅行
社的，在一次残疾人士旅游活动中，
与陶珠兰老师发起的“残之梦”志愿
者团队结缘。

随后几年，周似梅也成了团队
中的一名志愿者，与大家一起开展
清理河道，到云南、贵州等地的山区
学校开展助学结对，到敬老院开展

爱老敬老活动等，志愿服务已成为
她的一种生活习惯，三四年时间累
计服务时长近1000小时。

“付出是一种开心，每个人都奉
献一点微小的力量就能汇聚成巨大
的能量，在新的一年帮助到更多的
人。”周似梅说。

出租车司机陈小龙
希望一家人早日团圆

中午12时，陈小龙开上自己的
出租车开始跑单，他的心情格外愉
悦。24小时前，陈小龙接到女婿从
日本打来的电话：女儿顺利生下宝
宝，母女平安。“我升级当外公啦！
下次团聚，要添3双筷子了！”陈小
龙的喜悦溢于言表。

女儿一直是陈小龙的骄傲。从
北京化工大学毕业后，女儿前往日
本东京大学继续深造，化学材料专
业硕博连读。2019年底，女儿女婿
在国内成婚后，返回日本领取毕业
证书，这一去便被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乱了回国计划。

“两人只好先在日本工作，如今
两年过去，孩子也出生了，还回不
来。”陈小龙说，这段时间，妻子叨念
最多的就是远在日本的女儿，“她第
一次做母亲，我不能在身边照顾她，
很是遗憾。”

当了20多年出租车司机，开出
租车对陈小龙来说不仅是一份谋生
职业，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烦闷、低
落时，哪怕拉不到生意，他也会开车
出去转一圈。“就像现在，想女儿了，
出来跑几单，跟自己的‘老伙计’诉
诉苦。”

陈小龙最大的新年期盼就是希
望疫情尽快过去，女儿一家回国团
聚。“我一直期盼他们学成回来工
作，一来可回馈社会，二来离家人更
近。”女儿回国的脚步被绊住，陈小
龙觉得，自己为防疫多出一份力，也
是在帮女儿及其家人。

2021 年初，他第一时间参加
鄞州急救站的应急救护支援，持续
四十多天忙碌在接送发热病人的
救护线上。驰援镇海时，他在公司
第一个报名，参加核酸样本的应急
护送，在检测点驻点服务近 20
天。“我多做点支援工作，感觉离
女儿回家的希望更近一点。”陈小
龙说。

本报讯 （记者 林幼娟 通讯
员 余璐）姜山镇“稻香鄞南”新时
代文明实践示范线在元旦前开线，
该线以村庄为节，以文明做线，串联
起“田园稻香”与“城市风光”。

“稻香鄞南”新时代文明实践示
范线全长约12公里，经鄞城大道、
明辉路、茅山路、茅坞路，将新张俞
村、甬江村、杨家弄村、茅山村、走马
塘村、沈风水村等6个村串联成线，
沿线稻田广袤，村落集聚，河网密

布，古迹遗存众多，历史底蕴深厚。
新张俞村弄堂里巷、袅袅琴音与

文明家风和谐统一；“中国进士第一
村”走马塘村荷塘稻香、耕读传家久
负盛名；沈风水村，民国建筑大亨、爱
国商人沈祝三的故居刮起一阵“民国
风”；茅山村里，天一阁主人、明兵部
右侍郎范钦的墓地坐落于此……可
谓步步有风景，处处见文明。

近年来，在保留古村本色原味的
基础上，姜山镇结合文明村、美丽城

镇等创建工作，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
源，陆续打造出“雅乐新张俞”“书香
茅山”“耕读走马塘”“奋勇杨家弄”

“德馨甬江”“孝义沈风水”等特色村
庄，将人文历史、非遗文化、自然风
貌、宜居生活和乡风文明等元素汇聚
于此，串珠成链，由点及面，形成一幅
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此次该镇又从大处着墨，勾画出
一条“环境丰美、产业丰收、精神丰
裕”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线，展现

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美好风貌。
“把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

线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不断
深化‘稻香鄞南’的内涵，持续加强
沿线配套设施建设、文明创建和旅
游宣传推介，探索乡村振兴新途
径。”姜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这条文明实践示范线全线建成后，
带动沿线乡村精神文明线、文化线、
旅游线和富裕线建设，给群众带来
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姜山“稻香鄞南”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线开线

医护人员收到爱心棉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