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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

记者 卓佳洋 通讯员 邵颖玢

旧时宁绍地区大户嫁女，良田
千亩，十里红妆，浩浩荡荡的队伍
里，华美富丽的花轿、红漆贴金的家
具器物、精巧细致的女红作品，流光
溢彩、喜庆繁华，映衬出古代女子的

“女儿梦”。本届开游节上，十里红
妆风情展、十里红妆艺术生活博览
会将轮番登场，打造一场红妆盛宴。

世界红妆看中国，中国红妆看
宁海。上世纪 80年代，十里红妆婚
俗在我县山区依然十分盛行，在秋
冬季节的黄道吉日时，随路可见抬
嫁妆浩浩荡荡的队伍。如今，我县
乡村村民家里依旧会有一些红板
箱、红大柜等历史遗存。对宁海人
来说，十里红妆不仅是一种传统的
婚俗礼仪，也是千百年来的非物质
文化沉淀。2008年 6月，宁海十里

红妆婚俗上榜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为传承和保护十里红妆婚俗，
近年来，我县挖掘红妆资源，结合旅
游开发，注重活态传承，打响红妆品
牌。民俗风情舞剧《十里红妆·女儿
梦》荣登美国纽约林肯中心；2006
年，“十里红妆·万工轿”参加了在法
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
界非物质遗产展；宁海红妆婚嫁民俗
等非遗亮相“东亚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与“东亚文化之都·2016宁波”等
国内外著名会展；央视制作《十里红
妆》上、下集纪录片进行专题播放。

同时，我县以保持非遗文化内
涵为主旨，扶植和引导非遗项目走
产业化发展道路。作为十里红妆婚
俗的衍生产业，宁波东方艺术品有
限公司打造了国家级非遗项目泥金
彩漆技艺和省级非遗项目清刀木雕

技艺的传承基地，接过了传统技艺
保护和发展的接力棒，逐渐迈上了
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子，泥金彩漆、清
刀木雕等工艺品远销日本、韩国、新
加坡等国，推动了生产性非遗项目
企业的拓展和开发。

为形成集保护、展示、研究、旅
游于一体的十里红妆文化新亮点，
我县规划布局了十里红妆小镇，依
托十里红妆文化园及东方艺术博物
馆，以十里红妆婚嫁民俗文化、现代
婚庆文化及其衍生的婚俗文化旅游
为特色内涵，按照“红妆美颜文博高
地、霞客开游文旅胜地、山溪交汇桃
源隐地”的“三地合一”定位，打造

“人意山光·自在宁海”的品牌，探索
文旅多元化带动本地城镇化的“民
俗文化经典产业小镇发展模式”。
在宁波市特色小镇第二批创建名单
上，十里红妆小镇凭借独特的民俗

特色、动静结合的博览业、山溪交汇
的桃源生态优势以及特色突出的

“泥金彩漆”传统加工业、“霞客开游”
文化旅游优势等脱颖而出，成为全
市第二批5个创建特色小镇之一。

经过多年发展，宁海十里红妆
婚俗已经成为浙东地区一颗璀璨的
明珠，也是宁海靓丽的文化名片。
下一步，我县将加快推进十里红妆
婚嫁传统与现代婚庆文化、二三产
业融合，带动泥金彩漆、女红小件等
加工业精深化、家装化，加快博览会
展业智慧化、互动化，发挥“中国徐
霞客开游节、宁海美食节”的优势，
培育以徒步养生、现代婚庆为主的
多元旅游业态，提升百里徐霞客开
游古道等景点品质，完善旅游集散、
餐饮购物、娱乐休闲等旅游服务设
施，推动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城市
建设相融共促。

打造“女儿梦”里的盛世红妆
——徐霞客开游节综述之四

本报讯 （记 者 胡 琦
通讯员 赵揆） 记者昨日从
县“三改一拆”办获悉，在宁
波市下达第一批、第二批、第
三批“四边三化”、“两路两
侧”问题点位整治的基础上，
将对沿杭深铁路宁海段、G15
（沈海高速）、甬临线、象西
线、盛宁线等两侧的乱搭乱
建、乱堆乱放、废品垃圾和广
告牌残留等问题开展全覆盖、
网格式排查，截至目前，已整
治到位142个点位。

据悉，自年初开始，县
“三改一拆”办着手制定“两路
两侧”、“四边三化”专项整治
方案，并将其作为重点任务列
入今年工作计划，同时结合市

“三改一拆”办下发的《宁波市
深化“四边三化”“两路两侧”
工作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责
任、细化分工，落实任务措
施，力争早行动、早完成，确
保整治到位。在两路两侧环境
整治基础上，拓展推进桥下空

间利用管理工作；持续抓好精
品示范项目创建，精心打造省
级精品示范道路和省级精品示
范入城口。在及时研究及早部
署的同时，强化督查促长效。
县“三改一拆”办已将“两路
两侧”、“四边三化”工作列入

“三改一拆”年度考核范围，每
周安排人员不定期进行点位督
查，要求各乡镇（街道）按时
完成整治任务，对整治不力，
整改不到位的单位进行通报以
及年底考核相应扣分。落实重
要公路“路长”工作责任制，
梳理明确主干道路 （双段）
长，由乡镇（街道）主要领导
和分管领导担任。作为沿线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严格履行好管、查、保

“三位一体”职责，负责问题整
治工作的督促检查、落实跟
踪、协调推进，形成一级抓一
级的工作格局，着力打造美丽
浙江的宁海样板。

深化“两路两侧”、“四边三化”整治

我县“三改一拆”
助城市门户提“颜值”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 员 张 露 霞 葛 乾 敏）

“以前看电视，觉得律师、法律顾
问什么的，都是有钱人请请的，
哪知道现在我们也有了自己的
法律顾问。”昨日，胡陈乡水稻种
植大户俞阿姨高兴地握着律师
的手说道。这是胡陈司法所为
进一步深化农村法律顾问建设，
充分发挥专业性普法资源作用，
与浙江知仁律师事务所针对种
植大户联合创新推出的一项法
律服务。该项服务以三个“1对
N”实现了专业法律资源“清单
式”服务，为种植大户生产经营
提供必要法律保障。

据了解，律师事务所组建的
专业服务顾问团，以种植大户法
律需求为导向，以“1对N”方式
（每位律师负责5户种植大户）构
建智能普法网络，通过微信、视
频、网络通话等各类方式实现法
律服务无缝式衔接，确保种植户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法律纠
纷“找得到人”。同时，在种植户
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律师通过
送法上门，实现农户法律保障

“零跑腿”。针对一些农业活动
初期容易引发的生产资料买卖、
劳动工人雇佣等纠纷，打好“预
防针”。如今年3月，胡陈三林农
机专业合作社因喷洒农药造成
当地村民顾某一小块种植物受
损，双方就赔偿问题相持不下。
后来通过律师的介入，使得双方
当事人的矛盾得到了有效化
解。

此外，为更有效地服务农
户，律师还跟胡陈乡的种植大户
们签订了“法律医生”责任状，把
创新法律服务向长效化、常态化
机制转变。据悉，目前胡陈有水
稻、水蜜桃种植大户约 40家，其
中有 10余家以合作社的方式经
营发展。很多合作社正面临着
规模化和产业化转型带来的一
系列风险。如今，有了专业法律
顾问为合作社的转型升级进行
法律法规政策方面的“坐诊”，让
农户经营发展有了底气。截至
目前，该项法律服务已签约种植
大户40余户。

种植户有了免费“法律保姆”
胡陈乡打造24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

5月16日，位于城区徐霞客大道东段，横跨洋
溪的兴宁廊桥正式落成投入使用，在方便市民与游
客出行的同时，也为缑城新添了一道别致的景观。
该廊桥以中国古式廊桥为设计原型，具有浓郁的古
典气质。廊桥长150米，桥面设置有双向4车道，
两侧各有宽3.5米非机动车道与5.2米人行道。
兴宁廊桥晚间更是流光溢彩，不同色温的光源全部
是防眩光灯具，并采用防直接照射的安装方式，减
少了视觉上的直接眩光，营造出完美的夜景，成为
我县又一具有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右下图为昨晚
兴宁廊桥在流光溢彩中亮出“秀姿”）。
(记者 惠广亮 李江林 通讯员 邵映菡 摄）

兴宁廊桥
落成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 周韵健）
首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今日在
我县开幕。昨日下午，中共中央台
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海峡两岸
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彪在我县
会见了前来参加论坛的中国国民党
前代理主席林政则一行。省台办主
任庄跃成，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
长宋越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
台办交流局巡视员李勇，九州文化
传播中心主任王明鉴，县领导杨
勇、娄黛敏参加。

龙明彪对林政则一行来宁海参

加首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表示
欢迎。他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秉承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浙江，尤其是宁波在践行“两山”
理论、推进乡村振兴方面走在前
列，而台湾在乡村建设与管理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次论坛很有
意义，希望两岸专家以此为契机增
进交流、取长补短，一起推进两岸

乡村振兴，同时建立经常性交流机
制，把论坛打造成两岸交流合作的
新平台。

宋越舜简要介绍了宁波的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宁波的发
展特色可以用“强、大、多、好”四个
字来概括。“强”体现在综合实力强、
工业制造强、民营经济强，“大”体现
在大港口、大开放、大平台，“多”体
现在文人多、商人多、院士专家多，

“好”体现在县域经济发展得好、城
乡协调发展得好、生态文明发展得
好、城乡文明发展得好。希望大家

多来宁波走走看看，多提宝贵意见，
助力宁波高质量发展。

林政则表示，举办此次论坛，让
我们看到了宁海县贯彻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的坚定决心，看到了推进乡
村治理和加快乡村建设的美好前
景。两岸乡村建设各有特色，这次
台湾的一批专家来参加论坛，既是
分享成功的经验，也是一次学习交
流，希望论坛圆满成功，取得积极成
效。也希望来大陆创业、求学的台
湾同胞成为两岸交流的基石，促进
两岸互动交流，实现两岸一家亲。

龙明彪会见参加首届海峡两岸
乡村振兴论坛的台湾嘉宾 本报讯 （记 者 金 一

恒） 昨日，国务院台湾事务
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介绍了首
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相关
情况。

会上，中国台湾网记者提
问，据悉，由两岸关系杂志社
等单位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乡
村振兴论坛将在浙江宁波举
行，请发言人介绍情况。安峰
山回答道，以“两岸一家亲，
乡村共振兴”为主题，旨在弘
扬两岸优秀乡村文化，促进两
岸乡村共同发展的首届海峡两
岸乡村振兴论坛 5月 16日至 18
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举
办。论坛由农业农村部指导，

《两岸关系》杂志社、宁波市农
办和台办联合主办。中国国民
党前代理主席林政则等百余位
台湾同胞将出席论坛。

记者从县有关部门获悉，
本次论坛是 2018年国台办对台
重点交流项目，也是今年宁波
市唯一一个重点对台交流项
目。论坛由两岸同胞“美丽乡
村宁海行”活动、胡陈乡“光
点聚落”乡村振兴在地体验中
心揭牌仪式、首届海峡两岸乡
村振兴论坛开幕式暨主题峰
会、海峡两岸乡村发展合作项
目签约仪式、第三届海峡两岸
养老产业文化发展论坛等活动
组成。

国台办发布会介绍首届海峡两岸
乡村振兴论坛相关情况

““招商引智杯招商引智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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