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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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己亥年四月十九
初四芒种

改革创新树标杆
破难奋进争进位
本报讯 （记者 潘旭婷 通

讯员 胡余灶） 日前，在宁海县慢
行系统刘三段现场，挖石、回填、推
平……隆隆的挖掘机挥舞着双臂，
沿着凫溪边上的山坡，正在紧张作
业着。

而在另一边，慢行系统杨梅岭
村段的政策处理工作也在有条不紊
地开展。“目前，慢行系统梅林段工
程的政策处理总体来说比较顺利，
沿线村庄的干部和群众都很支持。”
梅林街道重点办工作人员介绍说，
慢行道依托杨梅岭水库以及凫溪沿

线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温泉度假旅游
资源，串联了多个村庄与旅游景区，
具有“统筹城乡、以美致富”的功能，
带动周边村庄发展。

在梅林街道全域旅游发展这本
“宝典”上，记者看到：象西线改道工
程主体基本完工，梅林方前村至深
甽段已通车，方前互通即将建成，黄
山、上海与宁海高铁直通车开通，宁
海高钱站与梅林之间的十分钟交通
圈……开启了梅林全域游的金钥
匙。手握“宝典”，心潮涌动。梅林
街道广大干部纷纷来到各自联系项
目建设场地，督促工程查进度、现场
办公破难题、服务一线鼓干劲，有效
推动项目进展。

近年来，梅林街道贯彻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按照“三道互联、十里
梅香、百里雁山、百年寿村、百顷梅
湖”的推进思路，聚焦梅林十件实
事，依托“一路、一湖、一山、一溪、一
林”自然生态，放大梅林资源区位优
势，提档升级长寿河洪、雁山刘三、
竹海兰丁、慈孝凤潭等一批精品村
庄，着力形成连点成线景观带，致力
打造品质梅林升级版，倾力推进大
景区建设，竭力构建全域性生态休
闲旅游区。去年，宁海县徐霞客研
究会走进梅林开展采风活动，对梅
林的人文历史进行深入挖掘，为梅
林的文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特别
是县徐霞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麻绍

勤《雁苍山上好研学》，深入阐述了
雁苍山旅游发展的初步构想，为打
造人文雁苍山提供了方向，而由街
道退休干部林永宽主编的《听雁苍
山讲故事》揭开了雁苍山神秘的面
纱。梅林年初提出的三年创 3A、五
年变 5A与梅林倾力打造大景区建
设，强势推动全域游向纵深发展的
目标不谋而合。

“接下来将借梯登高成立旅游
开发公司，深度挖掘特色优势资源，
联片推进雁苍山景区大保护、大开
发、大建设，走一条融自然景观、商
贸文旅、享寿养生于一体的具有梅
林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街道党工
委书记禇孔村信心满满。

三年创3A 五年变5A

梅林强势推动全域游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卓佳洋 通
讯员 王小飞） 为了让未成年人
把良好的家风家训谨记在心，传递
向上向善的正能量，近日，由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的第十五届浙江省未
成年人读书节——“家风少年说”大

赛决赛落幕。经过激烈角逐，我县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的六年
级学生阮晨冉摘获小学组一等奖。

根据“弘美德，承家风”的主题，
阮晨冉创造性地以一段情景剧开
头，孩子因痴迷手机与母亲产生了
矛盾，在冲突过后，孩子醒悟，并用
《给未来孩子的一封信》，娓娓道出
“小事不自律，何以成大事”的优良
家风。该节目切中了当前的社会热
点，以独特的视角展现在舞台上，获
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和评委的高度

评价。
阮晨冉此次参赛的灵感来源于

她的家庭。她的父母一直采用言传
身教的方式，注重对孩子传统道德
和行为习惯的教育培养。阮晨冉爱
好广泛，尤其喜欢朗诵和表演。她
是学校朗诵团和播音团的成员，经
常担任大型活动的主持人。这次比
赛能连闯三关，勇夺县、市、省级比
赛三项冠军，正是她平时不懈努力
的成果。

近年来，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

南校区始终注重培养孩子的口语表
达能力。为了让每一个孩子大声说
出来，说得规范，说得响亮，说得精
彩，城南校区借助“金话筒”语言艺
术训练课程全面普及语言艺术，组
建朗诵团，聘请专业人士指导，让有
口语特长的学生水平更上一层楼。
每年六一前夕，学校都要举行“金话
筒”语言艺术节闭幕式，超过半数学
生参演，让更多孩子在这个平台上
展现风采，脱颖而出。

宁海少年获省“家风少年说”比赛一等奖

记者 潘璐璐

5月 18日，50余位巧手厨娘在
宁海国际会展中心大展厨艺，煎、
炸、炒、焖、煮，一阵阵香气冲开了

“妈妈的味道”浙江省第二季民间美
食巧女秀的大幕，成为第十七届徐
霞客开游节中人气最旺的活动之
一。当天，熙熙攘攘的食客大军走
进会展中心，他们不但被这些民间
美食的“烟火气”俘获，更是为味蕾
上的“乡愁”点赞。

今年是文旅融合的第一年，都
说，诗和远方终于走到了一起，必将
相得益彰，互相促进，深度融合，最
终汇成人民幸福生活新源泉。本届
开游节遵循“文旅融合 美好生活”
的活动主题，以民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为导向，安排了众多文化内容
丰富、参与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充
分体现“中国旅游日”的参与性、惠
民性。本着这样的理念，第六届“阿

拉非遗汇”、“妈妈的味道”浙江省第
二季民间美食巧女秀、十里红妆民
俗文化主题活动、“静城宁海号 五
月免费游”等活动全面铺开，邀请主
客共享宁海文化与旅游发展的成
果。

惠民亮点迎来关注和掌声。今
年“阿拉非遗汇”首次亮相徐霞客开
游节，并首次增设非遗风情大巡游。
巡游队伍从西门城楼行至徐霞客大
道，十里红妆、前童鼓亭抬阁、西岙抬
龙、余杭花灯……各地非遗节目精彩
纷呈，群众齐聚徐霞客大道主干道两
侧，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旅游演艺
是文化和旅游的最佳结合点之一，

“阿拉非遗汇”以“演艺+旅游”的模
式，推出了一场可看、可观、可讲、可
感的非遗展示展演，打造“看中游，游
中玩”的旅游新体验。5月18日至19
日，全市各地老宁波风俗的传统非遗
技艺在徐霞客大道进行展示展演，传
承非遗技艺的师傅们当众一显身手，

市民观看着传统技艺再现，感受着传
统文化魅力，品味着地道风味小吃，
在互动和体验中拉近了自身与节庆
的距离。

文旅融合使得旅游进入新阶
段，旅游需求从“美丽风景”向“美好
生活”转变，旅游形式告别了走马观
花，而是通过观看一台生动演艺、参
与一场民俗活动、探秘一次特色风
物，深度领略旅游目的地的地域文
化、风土人情，形成独特的体验和感
受。

今年的十里红妆文化园格外热
闹，新增的影视厅、百年好合和红妆
风情主题庭院，承载了为游客带来
更好观赏体验的任务，成为游客了
解红妆文化的必经之地。省文化文
物单位文创试点成果展、非遗创意
精品展、十里红妆风情展依次上演，

“十里红妆”婚礼秀实景演绎，游客
那一抹抹新奇的眼神，一张张沉醉
的笑脸，无疑是对活动主题“文旅融

合 美好生活”的最好诠释。
除了安排一系列民众参与性较

高的活动外，惠民活动不忘接地
气。借助“高铁+”的优势，宁海开通
黄山—宁海高铁旅游专列、持续推
出“静城宁海号 五月免费游”活
动，截至目前，已有 8万人次的铁路
游客免费游览了县内指定景区。同
时，文旅惠民消费季让开游节更具

“文艺范”，市民凭借各类消费券，到
大观园看戏，到书店“饱餐”精神食
粮。半价游宁海、旅游年卡优惠办
理、公益惠民游等常规活动照常开
展，让“中国旅游日”真正成为群众
畅游宁海，共享旅游惠民的节日。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开
游节的举办，让宁海文化和旅游的
融合更具活力、更有品位，让国内外
游客畅游宁海、品味文化、感受幸
福，让民众的参与度“渐入佳境”，满
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多期
待。

美好生活，满足民众更多期待
——第十七届徐霞客开游节综述（下）

本 报 讯 （ 记 者 曹 维
燕） 昨日下午，我县举行预备
役炮兵营 2019 年度整组点验大
会，全营 200余名预备役官兵接
受了点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宁波预备役炮兵团副团长王
军海出席大会。

据悉，2018年以来，我县预
备役部队在上级部门的领导和支
持下，组织建设有了较大的巩固
和提高，整组训练、国防教育等
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尤
其是预备役全体官兵大力弘扬我
军优良传统，以不怕吃苦、突击
力强、敢打硬仗的作风，主动支
援地方经济和社会建设，请领急
难险重任务，在参加抢险救灾、
应对突发事件、维护和谐稳定、
开展扶贫帮困等方面发挥了突击
队作用。

王军海高度肯定了预备役炮
兵营所取得的成绩。同时，要求
全营官兵要转变观念，积极适应
改革，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

强军、依法治军，切实认清肩上
责任，不断强化“强战备、谋打
仗”的意识，勇于担当，奋发作
为，推动营队全面建设创新发
展；要认清使命，积极训练备
战，继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
风和勇争第一的拼搏精神，用优
异的成绩充分展示营队和宁海的
良好形象；要把住核心，加强统
筹指导，在营党委这个核心的坚
强领导下，把营党委的核心领导
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
挥出来，树牢国防意识、牢记职
责使命，把党中央关于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具体工
作中去，努力推进宁海预备役炮
兵营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国防和
军队建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做
出更大的贡献。

大会上，全营官兵还听取了
入队命令和干部任职命令，并进
行了庄严宣誓，新入队士兵代表
进行了发言。

我县举行预备役炮兵营
2019年度整组点验大会

本 报 讯 （ 记 者 方 景
霞） 昨日下午，由县公安局、
西店镇人民政府主办的“从头开
始、从心出发”安全头盔赠送仪
式在西店双屿公园启动。县委常
委、西店镇党委书记张伟标，副
县长、公安局长李铭胜出席。

据统计，2018年以来发生的
亡人交通事故中，涉及电动车的
占到了 62%。在这些亡人交通事
故中，造成驾驶人死亡的主要原
因是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为
在全县范围内普及“安全骑行、
戴好头盔”理念，去年 8 月以
来，全县公安机关推行“文明出
行、从‘头’开始”理念，动

员、引导全县群众做到安全骑
行、戴好头盔。系列活动至今，
已累计向社会各界群体发放安全
头盔2.3万余顶。

西店电动车驾驶群体庞大，
省道甬临线穿镇而过，当天的启
动仪式是系列活动的第 7站，也
是在全县范围内普及“安全骑
行、戴好头盔”理念的重要一
站。活动倡议，全县社会各界和
广大电动车驾驶人要立足当前道
路交通严峻形势，从我做起、严
于律己，文明行车、戴好头盔，
共同营造文明出行的交通氛围，
为安全出行构建起一道坚固的防
护屏障。

“从头开始、从心出发”

安全头盔赠送仪式
在西店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娄伟杰
通讯员 关耳） 昨日下午，县
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刘某为首的涉

“套路贷”恶势力犯罪集团一案
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某
因犯诈骗罪、非法拘禁罪、寻衅
滋事罪、赌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
币四百万元，罚金人民币十万
元。其余 8名恶势力犯罪集团成
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至一
年七个月不等刑罚。同案其他 9
名非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被告人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
拘役五个月不等刑罚，对其中犯
罪情节较轻者，依法宣告缓刑。
该案是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该院审理的首例恶势力犯
罪集团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底
至 2018年 1月期间，被告人刘某
先后纠集尤某、黄某等人，通过
实施“套路贷”诈骗及非法拘
禁、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逐步
形成了以刘某为首要分子，尤
某、赵某、黄某为重要成员，曹

某、岳某等 5人为组织成员的恶
势力犯罪集团。

在实施套路贷诈骗犯罪过程
中，该恶势力犯罪集团通常以

“行业规矩”为由，要求借款人
出具高出借款本金数倍数额的借
条，并让借款人持现金拍照，且
在借款当日扣除第一期高额利
息。该恶势力犯罪集团惯常以虚
高的借条为依据提起诉讼，要求
偿还虚高借款，或以恶意垒高借
款金额的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
物，累计获利达人民币三百四十
余万元，或采用非法拘禁、寻衅
滋事等违法犯罪手段，强行索取
债务。同时，该恶势力犯罪集团
还通过聚众赌博获取非法利益。

法院经审理认为，以刘某为
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采用暴力、
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诈
骗、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违法
犯罪活动，并聚众赌博非法营
利，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造成
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法院依据各
被告人犯罪事实、性质和社会危
害性等情节，作出上述判决。

涉“套路贷”恶势力
犯罪集团案件一审宣判
主犯刘某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18年

土豆收获机
开刨效率高

昨日上午，胡陈岔路村村民驾驶土
豆收获机在开刨春土豆。随着科技的迅
猛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效节能新型农业
机械被广大农民群众所青睐，土豆收获
机作为其中一员，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操作方便，成本较低，一台土豆收获机
的工作效率抵得上六七名成人。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王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