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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报我加料

走过半个多世纪，
光影不老
报料板块为镇灵通客户端一互动栏目，有新闻
线索、有问题咨询等，用户均可以通过此板块与小
镇镇互动。自镇灵通客户端4.
0版本上线以来，不
少用户通过此板块发布咨询、提供新闻线索，现将
近一周的报料整理如下。

你在镇海照相馆拍过照吗？
镇灵通客户端记者邱奕奕

陈潇

行至招宝山街道城河西路38号，
在拐角处可以看到斑驳的墙面以及历
经岁月洗礼的“镇海照相馆”的招
牌，掩在树荫里，忽明忽暗。不高的
台阶通往幽暗的内室，令人忍不住一
探究竟。
国营镇海照相馆是镇海第一家公
有性质的照相馆，成立于上世纪五十
年代，应国家“公私合营”的号召，
最初由三家私人照相馆改制合并而
成，相馆最初选址于南薰桥附近。历
经六十多年风风雨雨，馆址多次迁
移，“镇海照相馆”这块牌子却一直
沿承至今。
走过半个多世纪，光影不老。
上世纪九十年代城河西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民商场。

相机更新
对摄影的热爱从未改变
“脸侧一点，头抬一点，下巴收
一点，笑起来，自然点……”熟练地
指挥着模特倪娜，不断地尝试最优质
的角度，快准狠地按下快门，已经退
休的镇海照相馆摄影师刘如丰依然活
跃在捕光捉影的第一线。
刘如丰出生于1952年，改革开
放前被调到国营镇海照相馆工作，这
一做就是40多年。时代在更迭，设
备在更新，刘如丰和他的相机刻录了
镇海近半个世纪的光影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开始接
触摄影。”刘如丰回忆，那时镇海的
普通工人月工资三四十元，而照相馆
里使用的海鸥4A型相机需要168元，
是真正的“奢侈品”。
“那时候，一般人买不起相机，
要用的时候，就来照相馆租相机。”
刘如丰说，租一台相机一天7毛钱，
差不多要一天的工资，到了节假日，
相机供不应求，尤其是每年清明扫墓
的时候，照相馆里共有30多台相机，
瞬间就被“秒”完。
照相成本那么高，一有免费拍照
的机会，市民们自然不能放过。1984
年，我国颁发第一代居民身份证，镇
海照相馆被指定为镇海地区的主要拍
摄点，刘如丰负责为镇海居民拍摄个
人证件照，拍摄费用由政府承担。
“这个是135照相机，我就是拿
它来拍镇海区第一代身份证的。”刘
如丰小心翼翼地拿出照相机，“这个
照相机比老式的大块头相机方便多
了，1个小时可以拍100个人。”大块
头相机方方正正，十分笨重，刘如丰
对轻便的新相机爱不释手。
“那个时候啊，
几乎每户人家都有
我拍的照片。”回忆往事，
刘如丰迫不
及待地拿出老照片，
“全家福、
结婚照，
还有学校里的大合照，我都拍过。”刘
如丰缓缓地翻着相册，泛黄的照片透

镇海照相馆。

出老照相馆特有的味道。“对了，这
张！”
突然，刘如丰从相册中拿出一张
照片端详，嘴角露出了一丝温暖的微
笑：
“这张照片，
也有故事呢。”

变的是潮流
不变的是对美的追求
“这是我的小学五年级合照，那个
时候我跟刘师傅还不认识。”
镇海照相
馆倪娜拿着这张照片道出了缘由，
“后
来，
我也进入镇海照相馆工作，跟刘师
傅成了同事，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
感情啊，跟亲父女一样深厚。”
倪娜在镇海照相馆做过化妆师、
模特、影印、摄影师等各种工作，尤其
对妆容、拍照POSE方面特别有心得。
“我在照相馆做了这么多年，发现
时代在进步，人们的审美、拍照目的、
方式，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倪娜说。
据她观察，改革开放之前及初期，
市民比较朴实，
不化妆，
素颜出镜，
注意
衣服整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受港台
流行风潮的影响，市民们对妆容、发型
以及服饰等
“面子工程”
有了更高要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男人中最流
行的叫‘郭富城头’
，两边头发厚浓，从
中间自然分开，
也可四六分、
三七分，
形
状像蘑菇。女的就是高角度，
半屏山。”
倪娜说，
半屏山，
就是把头发吹高、
吹出
角度，并且时常还会搭配薄刘海、大卷

两微一端评论

刘如丰用“大块头相机”拍照。

发等。
镇海记忆。
“还有喇叭裤、皮衣啦，那个时候，
“这是90年代初的沿江路，那时
衬衣材质都是
‘的确良’
的，对了，那个
候很简陋的，一看就很有年代感。”
时候的衣服还很喜欢垫肩。”
说起那个
倪娜感叹。如果说，后海塘是镇海人
时候的潮流，倪娜滔滔不绝，
“还有妆
民的后花园，那么沿江路就是前庭或
容，
那个时候脸上的粉可厚了，腮红涂
是天井，镇海人一天的“早课”随着
得像猴子屁股似的，
现在不一样了，反
渡口的汽笛声而开启。虽然沿江路
而追求自然，
越自然越美。”
“容貌”渐变时尚，但是不变的是镇
除了化妆，
倪娜还承担起POSE设
海人对它的眷恋。
计的“重担”
：
“ 喏，这个，还有这个，都
“这是文化广场（人民公园）的那
是当时我拗的造型，然后给那些来拍
座亭子，
现在还在嘞。”刘如丰找到一
照的人参考一下，他们的姿势就不会
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中的人脸已经模
太僵硬了。不过现在POSE就没像以前
糊不清，但是那座亭子还依旧清晰可
那么夸张了，
现在什么都讲求自然。”
见，
“这么多年，镇海的样貌变了交关
多，园南商场、老的电影院都没了，难
将现在定格
得有些还没变的东西。”
把过去留住
话至兴头，刘如丰和倪娜开始在
时间是抓不住的，但相机能定格
老照片中寻找镇海变迁的痕迹，平房
美好的瞬间。对于美的追求，
对于美好
倒了，高楼起了，泥路没了，处处都是
过往的惦念，使得刘如丰和倪娜从未
康庄大路，镇海日新月异的变化令他
离开这项行业。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
们又欣喜又伤感，欣喜的是社会的进
小世界，都充满了摄影师对生活的表
步，伤感的是过去的痕迹慢慢淡去。
达，
对社会的思考。
“幸好我是摄影师，
我能把过去的镇海
改革开放至今，刘如丰和倪娜踏
都留住。”
刘如丰摸着相机，眼里透出
遍了镇海的大街小巷，留住了曾经的
隐隐的自豪。

弄潮甬江口 奋进 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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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ever
：余严村拆迁安置到哪里？
答：余严村拆迁户将安排在广源路拆迁安置房。
2.
郑艳：宁波生二胎有补助吗？
答：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条件：①职工实施生育手术时，用
人单位及其职工连续依法参加生育保险并履行了缴费义务，且为
其缴纳生育保险费满10个月；②实施生育手术符合国家计划生育
政策。只要符合享受条件，生育保险一孩和二孩政策一样。如果
您在社区或者其他地方事业单位工作，请结合您的参保性质，看
是否符合生育保险享受条件。因您问得比较笼统，部分信息缺
失，无法给予详尽回答，欢迎来电或当面咨询。联系电话：
86271524。
3.
董彬：骆驼莲晴社区每月为什么没有发放餐厨垃圾袋？
答：首先，碧水莲晴一期从第三季度开始作为本社区垃圾分
类的试点小区，骆城芳洲和碧水莲晴三期将逐步实施，请居民朋
友们耐心等待；其次，垃圾袋发放是每季度一次，并非每个月一
次。碧水莲晴一期的居民可以到社区服务中心大厅领取第三季度
的垃圾袋，谢谢您的关注。
4.
小婷婷：镇海中学游泳馆是不是在维修所以不开放，大概
什么时间开放？
答：镇海中学游泳池经安全检查发现，游泳池顶部混凝土现
浇部分因使用环境及年份较久等原因出现损坏脱落和裂缝，存在
严重的安全隐患，相关部门予以立项进行修缮，由镇海中学具体
执行。目前完成方案设计，正在抓紧招标环节。因鉴定、设计、
招标、施工等需要一定的程序和时间，近期工程无法完工，无法
对外开放，待工程完工学校会及时向社会公告开放时间。
5.
都市没有眼泪：招宝山街道顺隆路2
5号和3
5号居民楼几个
月以前说是移动宽带可以覆盖使用，现在还是只能用电信宽带，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使用移动宽带网络？
答：招宝山街道顺隆路25号和35号居民楼之前覆盖的为移动
广电合作的宽带，合作到期之后因移动无资源已作拆机退网处
理。由于这两栋为电信家属楼，因各种原因导致移动宽带一直未
覆盖。如需覆盖，需物业、业主多方协调同意后，区移动公司会
上报市公司申请投资实施，争取早日完成移动宽带覆盖。
6.
不夜先生：庄市街道目前就一所中兴中学 （初中），是否能
满足入学需求？
答：目前，中兴中学能够满足镇海区户籍小学毕业生就读。
根据规划，设计规模60班的庄市中心学校将异地迁建，中兴中学
将根据生源情况，适时扩大招生规模。
7.
英：镇海中心小学旁吉庆路何时启动拆迁？
答：因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影响，原拆迁计划时序也随之发生
变化，您所提及的地块拆迁具体实施时间以政府正式公布启动为
准。
8.
小刺猬：庄市爱心小学地块有什么规划吗？
答：根据 《镇海新城南区[
ZH06]
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地块
主要用地性质为中小学用地。
9.
今天：双农独女有补贴资金吗？
答：夫妻双方均为农业户口 （户籍制度改革前），只生育一
个女孩 （领养除外），且该女孩在1987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
日期间出生的，并已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的双农独女户
家庭，在女方年龄满45周岁 （或女儿年满20周岁） 后，可获得
2000元的一次性奖励。但以下四种对象除外：1.
夫妻一方为机关、
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的；2.
夫妻一方从事工商业一年
以上的；3.
夫妻双方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4.
2001年
前已领取 《双农独荣誉证书》 并享受有关奖励待遇的。
10.
吴蒙：世纪大道非机动车道减速带太多，有很多非机动
车行开到机动车道上，希望将非机动车道的减速带每个能拆几个
口子，既能减速也让车子不太颠簸。
答：望海南路非机动车道设置减速带主要是考虑到路旁设有
公交站牌，为了上下公交车人员的安全，用来提醒车辆在此处应
慢行。交警部门将对该情况进行现场勘查后再决定是否调整。请
广大市民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镇灵通拍客图片精选
一周新闻排行榜

一、
镇灵通微信
宁波吃货有福啦！今早第一批渔船出海满载而归，一大波新鲜海鲜正在
袭来……
（8月4日）
1.
@ 翔云秋水：
宁波吃货可以大饱口福了，每天桌上有鲜蟹鲜鱼吃，惬意
足嘞。
2.
@ 喆-pannnnda：
看馋了，小镇镇赔。要求也不高，
1
0
只梭子蟹就好！
3.
@ 老王：
吃惯了海鲜的镇海人有口福嘞！俗话说得好：三日没吃荤，蛳
螺带壳吞。禁渔开放日离阿拉越来越近了。
走过半个多世纪，光影不老，你在镇海照相馆拍过照吗？文末有奖征集！
（8月3日）
1.
@ 居有竹：我不但五六十年代在镇海照相馆拍过很多照片，还在天然
照相馆拍过童年时代照片。我爱收藏，
待我好好找找。
2.
@ 曹毅俊：老板娘为人真情，热心，热情，非常友善和蔼！希望事业顺
利，祝她生活幸福美满！
3.
@ 练霓裳：从小喜欢在这里找阿姨拍照，拍出来比现在的海马体真实
好看多了！毕业照、结婚证照，都是经典。阿姨退休了以后，现在还是习惯去找
娜姐冲照片。浓浓的乡情浓浓的爱。
4.
@ 长发女郎：每次拍照都来这家店，老板娘人特好，和气生财，望此店
越办越红火！
5.
@ 春回大地：
为老同学自豪！你撑起了镇海的一道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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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镇灵通APP
打分啦！智慧养老、镇海中学扩建、新能源汽车投入使用……看这些项目
有没有深得你心？
（8月2日）
1.
@ 自由：
新城漂亮了，期待老城改造了！
2.
@ Chocol
at
e：
能让九龙湖晚上有公交车就更好了。
3.
@ 茶余饭后：
点赞！小镇镇辛苦了。这样的实事要多报，大家都喜欢看！
自己的“家”
自己管！银凤社区居民自治，共创文明。
（8月5日）
1.
@ 138*
*
*
*
2158：
居民自治，共创文明。
2.
@ 阵雨：自己的“家”自己管。
3.
@ 135*
*
*
*
7687：
为和谐社区点赞！
好消息！下个月，宁波去香港可以坐高铁啦！最快8个半小时，全车Wi
Fi
！
票价只要……
（8月7日）
1.
@ 小机灵鬼：
交通越来越方便，手续方便快捷。
2.
@ 风：厉害了，我的国！
3.
@ 李LEE：
哈哈哈，去香港“血拼”
更方便啦！

清晨的绿轴公园
8月4日清晨，阳光洒遍绿轴体育公园，阳光、绿叶、 操 场 都 显 得 格 外 迷 人 。
（xi
nxi
n 摄）

全市首创！镇海招募高层次创业人才出新招。

（8月2日）

不靠高科技，鼓东小区靠最传统的方式将垃圾分类“玩出
了花”
。
（8月7日）
佩服！从昆明到镇海，这位军嫂跨越2300公里守小家。
（8月6日）
林雅莲调研骆驼街道朝阳村：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打造美
丽乡村升级版。
（8月5日）
厉害了！宁波唯一省级实验区迎来验收，镇海这项创新要
成全省样板。
（8月7日）
这些镇海学子收到名校录取通知书，快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8月5日）
走过半个多世纪，光影不老，你在镇海照相馆拍过照吗？
（8月3日）
速看！镇海建立签约项目落地推动机制，工作不力将被追
责。
（8月4日）
镇海城区：今年计划新建星级厕所6座，改建17座。
（8月4日）
武术操、表演操、可乐球操……全民健身日来了，大家一
起move起来！
（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