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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东胜街道史
家社区“五水共治”宣
传志愿者以网格为单
位，逐一走访辖区商
户，发放宣传物料，通
过扫二维码填写“五水
共治”工作群众幸福感
调查问卷，打通治水宣
传“最后一公里”。

记者 李超 通讯
员 娄鑫蓉 宓伊沛 摄

打通治水宣传
“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记者 吴海霞）“换
上寒衣操起双桨，泛舟在东钱湖
上……”近日，一首讲述范蠡和西
施归隐钱湖的原创歌曲《东钱湖
的西施》MV，在甬派、鄞响等多个
平台发布，优美的歌声，清新的画
面，成为刷屏热点。

东钱湖陶公半岛横亘湖心，民
间有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偕西
施隐居垂钓于此之说。范蠡又名
陶朱公，陶公山由此而来，“陶公钓
矶”成为东钱湖一道风景。

《东钱湖的西施》由区委宣传
部、区文联、东钱湖文化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是近年来以
东钱湖为题材创作的音乐作品中少
见之佳作。作品主创班底极具实
力，由市政协原副主席、市文联原主
席郁伟年作词，歌词如诗如画，意境
温婉细腻而开阔大气，描绘了西施、
范蠡归隐东钱湖畔，泛舟湖上，在四
季轮换中深情相伴的爱情传奇。毕
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鄞籍独立音乐
人林啸天作曲编曲，资深音乐人、市
音协理事王少鸿担任混音和录音，
将歌曲唱得缠绵悱恻、荡气回肠的
歌手张丹是市音协声乐艺委会副会
长、宁波市合唱团和格林人声乐团

阿卡贝拉主唱。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歌曲《东

方大港》曲作者郭小虎如此点评
《东钱湖的西施》：这首歌曲南方味
十足，MV的画面秀美，有声有色，
张丹的歌声非常舒展，古琴伴奏不
急不缓，与笛子交相辉映，作品音
乐风格娟秀轻盈。

这首作品创作及打磨时间长达
一年左右，在细节把握上精益求精，
力求达到音乐美、风景美和人物美。
饰演范蠡和西施的是来自宁波演艺
集团的优秀青年演员苏醒和徐秋
英，两人在MV中扮相俊美，表演自

然细腻，湖畔垂钓、红袖添香、一针
一线绣并蒂莲、月夜诉衷肠等桥段，
与东钱湖美丽实景风光融为一体。

东钱湖四季美景、风花雪月都在
MV中呈现，韩岭美术馆、钱湖秘境
等地标，让画面赏心悦目又具穿透
力。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联主
席邵斌表示，东钱湖是个底蕴深厚
的文化之湖，当下正在建设宋韵文
化圈，还有更多的文化元素可以挖
掘。《东钱湖的西施》是一个高质量
的文艺作品，讲述了脍炙人口的历
史典故，也让更多人了解了东钱湖的
青春朝气、浪漫爱情和山海气魄。

东钱湖不仅是宋韵之湖还是爱情之湖

原创歌曲《东钱湖的西施》MV刷屏热播

本报讯 （记者 吴海霞 通讯
员 蔡燕） 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
旅体局主办的“鄞风雅宋”非遗文
创产品设计大赛获奖作品近日揭
晓，清华大学博士张钰稳的《千峰
翠色》器具获得一等奖。

大赛于5月18日启动，以讲好
鄞州宋韵故事，激发全民创意热
情，推动鄞州宋韵文化资源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目的，共征集
作品200余件。获奖作品进行了两
轮评选，网络投票票数、专家现场

评选成绩相结合，本次网络投票数
累计53320张。

大赛参赛选手，有00后在校大
学生，也有来自高校的博士，还有
鄞州本地的非遗老艺人。大赛的
主题是“鄞州宋韵与非遗文化的传
承”，参赛作品大多具有鄞州地域
特色，又结合当代人的生活。其
中，有传递宋韵美学、展示茶文化
的各类锡器；有传承骨木镶嵌、榫
卯结构、手工香包等非遗技艺的扇
子、茶托、鲁班锁、精美绣球等；还

有作品如“千里江山”拼图、南宋石
刻盲盒等，都在日常器物中凸显了
宋韵的符号；凤冠、香料等一些具
有传统古意的作品，融入了当代人
的审美口味。

《千峰翠色》器具作者张钰稳
为清华大学陶瓷艺术设计系博士，
作品结合落户下应街道湾底村的
宁波千峰越窑青瓷博物馆悠久陶
瓷文化，以宋代画家王希孟旷世
之作《千里江山图》为线索、陶瓷
为载体，将青山叠翠、咫尺千里、

意境壮阔的山水展现其间，将自
己对山水自然、人文和生活态度
的理解与器物的材质、造型、美感
等有机结合。

获得二等奖的两件作品分别
为《五福临门——七巧攒盘》和《青
绿鄞州长卷》，《宋韵四方瓶》等3件
作品获得三等奖，9件作品获优秀
奖，14件作品获入围奖。

昨天起，获奖作品将陆续在鄞
州区图书馆、鄞州区非遗馆等展
出。

“鄞风雅宋”非遗文创产品设计大赛获奖作品揭晓
清华大学博士设计的《千峰翠色》器具获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 吴海霞 通讯
员 孙晓红） 昨天，记者从区档案
馆获悉，区文艺精品工程重点扶持
项目、历时一年倾力打造的编研作
品《宋韵“史”话》已由西泠印社出
版社出版。

鄞州正在打造宋韵文化传世
工程。去年底，区档案馆立足对区
内宋韵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研
究和传承，以馆内“国宝级”馆藏、
宁波市唯一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

遗产名录”的档案——《史家祖宗
画像、传记及题跋》为主要支撑，全
面启动《宋韵“史”话》编撰工作。

《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
堪称宋韵历史文化瑰宝，此档案文
献包含作于明朝中期的孤本史家
祖宗精美画像、传记以及一些作于
清代的题跋，展示了南宋年间史氏
家族成员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
活动的情况，是我国现存有关南宋
和明清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

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具有十分宝
贵的参考价值。

南宋时期，四明史氏家族可以
说是明州最为显赫的望族之一，有

“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
书，七十二进士”之说。史氏家族
出了史浩、史弥远、史嵩之3位丞
相，他们给南宋的整体政治格局及
明州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深远的影
响。《宋韵“史”话》一书系统性地介
绍了南宋四明史氏家族重要成员

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对南宋政治、
经济、文化的影响，全景展现了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钱湖石刻
群这一重要遗迹，并对史氏家族
八行垂训、慈孝传家的家风家训
进行了探究和解析。书中还集中
展示了《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
跋》这一珍贵历史档案和相关文
史资料，详尽介绍了史氏家族历
代聚居的绿野岙、下水、史家湾、
史家码等古村。

《宋韵“史”话》出版
讲述南宋四明史氏家族辉煌传奇

■本报记者 卢霞
通讯员 傅匡宇

“他人很好，非常热心，有什么
事找他，他总能帮忙解决。”

“每天出门上班，总能见他在大
门口指挥车辆。”

……
这几天，中河街道天城社区盛

世天城二期居民提起小区物业原经
理荆楼，无不称赞和惋惜。前天上
午，因抢救无效，荆楼离世，当天不
少居民自发前去吊唁。为延续他生
前热心助人的精神，家人帮其捐献
了眼角膜。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小区物业经
理，能让居民和他建立如此双向奔
赴的情感？昨天，记者再次来到盛
世天城二期小区。

小区物业的带头人
小区北门位于中河街道贸城东

路，是小区人流出入最多的一个门。
8时左右，记者到达时，看见3名保安
在门口指挥来往车辆。

邓子健是小区保安队队长，
2017年起跟着荆楼工作。谈起荆
楼，眼里充满泪水。他说，跟着荆经
理工作很安心，因为不管小区里遇
到什么事情，他总是带头解决，台风
天值班、疫情防控，几天几夜不回家
休息是常有的事。有一天，小区地
下室发生车辆自燃事件，他们一边
处理，一边告知荆经理，等他们灭完
火，荆经理也到了。“他住在姜山，晚
上还要赶过来，为的就是看一眼现
场才放心。”

邓子健说，以前跟着荆经理工
作，现在他走了，他们还会继续好好
干，以告慰荆经理。

“尽职尽责情系业主 热心服务
暖至人心”“尽心尽责 服务周
到”……在荆经理的办公室墙上，挂
着业主送来的几面锦旗。肖华是荆
经理的助理，但锦旗背后的故事，并
不清楚，他说：“很多时候都是业主

直接找到荆经理，他一个人默默解
决了，他不跟我们说到底为业主做
了哪些事。”

居委会的好帮手
天城社区居委会主任姜志雄

对荆楼的评价是“认真、负责，人好
得没话说”。姜志雄告诉记者，荆
楼跟盛世天城二期的渊源颇深，在
2016年成为小区物业经理之前，
他曾在这个小区做过几年保安队
队长，后来因为工作调动，离开过
一段时间。

姜志雄说，盛世天城二期有
2800多户居民，上班时间，荆楼几
乎每天会到他办公室转转，为的是
听听当天社区有没收到居民投诉，
以便尽快解决问题。为了配合社区
做好环境整治工作，荆楼在物业队
伍中成立“白手套小分队”，每周二
带队在小区里捡拾绿化带垃圾。

“如果第二天有什么安排，荆
楼不在小区，都会提前告知我。这
些年，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姜志
雄说。

业委会的好伙伴
在盛世天城二期，小区物业和

业委会的关系很融洽。小区业委会
主任支一君告诉记者，他早已把荆
楼当兄弟，以后他的家人有什么难
处，他一定会伸出援手。

盛世天城二期已交付10年，许
多设施设备需要更新。这些年，业
委会和物业为改善小区居住环境，
做了许多事情：

2017年，物业配合社区、业委
会，多方筹措资金，对小区18幢高
层住宅外立面进行翻新，彻底解决
了墙面破损、渗水等问题。

2018年6月，针对小区地上地
下停车混乱问题，物业与业委会共
同制订可行性整改方案，在社区的
大力支持下，方案顺利实施。整改
后，小区停车秩序井然。

2021年，在荆楼的推动下，高
层住宅空调外机排水管道、儿童游
乐场进行了改造。

……
“一件件惠及居民的实事工程，

背后都有荆楼的付出。”支一君说。

■《小区物业经理遇车祸 业主自发捐款献爱心》后续

居委会、业委会、业主
都在念着荆经理的好

新闻新闻暖暖

本报讯 时间已到了 11月末
尾，天气却愈发温柔起来，虽然常常
有小雨穿插，但依然改变不了偏暖
的调调。

今天到双休日都是多云有小雨
穿插的天气，将延续气温偏高状态，
十分不给“小雪”节气面子。

如果说今年10月是“阳光月”，
那么 11 月就被“多阴雨”给替代
了。预计11月下旬将阴雨缠绕，这
对于依然还未摆脱干旱的大地来
说，比较友好。

近期宁波暖湿气流活跃，降雨
天气较多，今天、本周日可能会有局
部小范围降水，明显降水主要出现
在下周。

虽然本周没有明显的寒冷，但
冷空气不会真的“躺平”，而是在“憋
大招”，下周就有比较“凶”的冷空气
带来“气温跳水”大戏，一场大范围
的寒潮正在蓄势待发。预计下周二
冷空气的势力将到达宁波，接下来
气温开始断崖式下降，下周三最高
气温可能跌至10℃左右，最低气温
将跌至个位数。

具体天气预报为：25日，多云，
上午转阴有时有小雨，12℃~20℃；
26日，多云，14℃~21℃；27日，多
云转阴有雨 ,12℃~21℃；28日，
多云转阴有雨，18℃~25℃；29日，
阴有雨 ，13℃~20℃；30日，阴有
时有小雨 ，9℃~13℃。

本报讯 （记者 王莎 通讯员
谢美君 徐宇东）“我也算是死过一
回的人了，完全没想到一个胸痛让
我心跳也没了，还用上了最先进的
生命支持机器。”昨天，从鄞州二院
重症医学科转入心内科普通病房的
邹师傅心有余悸地说。

事情发生在10天前。因为持
续胸痛不能缓解，邹师傅从所在地
医院转入鄞州二院急救医学中心，
经心电图、心肌标志物等检查，被诊
断为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需行
冠脉再通治疗。

医护人员将邹师傅从急诊抢救
室转往介入治疗室时，惊魂一幕发
生了：邹师傅突发心跳呼吸骤停，当
场昏迷，失去意识。准备为其实施
介入手术的心内科王景斌主任、李
丹主任医师等见状，立即对其进行
心肺复苏，现场医务人员紧急呼叫
危急重症抢救团队，生命保卫战就

此打响。
两名危急重症抢救团队成员赶

到现场后发现，患者危在旦夕，迅速
采取气管插管等抢救措施，并向重
症医学科请求支援。

“准备启动‘救命神器’EC-
MO！”重症医学科主任胡东军下达
指令。

“帮我们用上吧，救命要紧。”家
属表示同意。

在ECMO技术的支持下，心内
科专家迅速重启介入手术。欣慰的
是，手术很成功。术后，邹师傅被送
入重症监护病房。两天后，他逐渐
恢复自主意识。5天后，邹师傅脱
离ECMO及呼吸机，各项神经功能
基本恢复正常。

前天，邹师傅从重症医学科转入
心内科普通病房，生命体征趋于平
稳。不过，他至少还要在医院待上一
个星期，接受心脏康复治疗。

男子突发心梗心跳停
惊心动魄救援后脱险

下周寒潮来袭

天上人间
主持记者 蔡亚辉
通讯员 闻 丹

本报讯 （记者 王莎 通讯员
董婷婷） 高速路口是疫情防控的
前端哨所，是“外防输入”的重要关
卡。自3月20日鄞州高速出口核
酸检测采样点启用起来，区妇保所
近50名医务人员24小时无缝值
守，他们把好“入城关”，当好“守门
人”，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守护城市平安。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鄞州高速
出口核酸检测采样点，看见相关区
域停放着3辆货车、2辆省外车辆，

司乘人员正在排队准备“落地
检”。区妇保所副院长袁素波介
绍，收费口的防疫人员会引导相关
车辆停至专门区域，防疫人员查验
司乘人员的健康码、行程卡等，并
进行登记。

目前，省内、市外来（返）甬人
员实行“3天2检”，省外来（返）甬
人员，需在抵甬后落实“3天3检”
措施，也就是3天内核酸每天1检
（其中第1天在入甬后1.5小时内完
成“落地检”）。

袁素波说，作为城市“大门”，
鄞州高速出口的车流量还是比较
大的，尤其是货车较多，更是城市
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根据
相关政策，核酸检测采样时，基本
是单人单管或一车一管，确保做到
不漏一车、不漏一人”。

说起点位启用后的8个多月，
袁素波说：“3月20日接到该点位
要启用的任务，我和同事用3个小
时布置好了采样点，我们在这里经
历了低温天、酷暑天、台风天。国
庆期间，我们核酸检测采样3300
多人次。一天核酸检测采样下来，
姑娘们的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但
依旧坚守在防疫一线，我为她们感
到骄傲。”

因为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

不少医护人员防护服里的衣服就
没有干过，每次换班后，脱下来的
衣服都是湿透的。袁素波说，该点
位采用3班制，每个班次8小时。
在休息的时候，如果遇到车流量剧
增，不少医护人员都主动放弃休息
前来帮忙。

“核酸检测采样这份工作看
起来很简单，其实很辛苦，拿咽拭
子、伸臂取样、转腕留样等动作每
天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工作量大
的时候，连吃饭都无法准时。”袁
素波说，很多医护人员由于双手
长时间在手套里，一个班次下来，
被汗水泡得发白，“尽管工作辛
苦，但为了大家的安全，再苦再累
都值得，我们一定要守好城市‘大
门’。”

守好防疫“大门”

高速卡点核酸检测采样24小时“不打烊”

筑牢疫情防控
坚固防线

起来起来紧
起来起来严

起来起来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