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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之初，
在探索中创新
1984年，周静浩从镇海县委党校毕业。在当时全国
大搞经济生产的情况下，他本想搭上经济建设快车为经
济建设做贡献，却没想到在1985年被调到镇海县委宣传
部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这一干就是24年。
24年，用他的话来说，镇海的文明发展是从艰难起
步到如今遍地花开，“这段历史不仅是我工作生涯留下
的最深刻足迹，也是深深扎根在老百姓心里的文明记
忆。”如今周静浩退休已10年，仍在社区自治站做着调
解工作，为社区文明发挥着余热，他对记者讲述了这段
历史。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在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同
时，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冲击。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
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为日益迫
切的现实需要。
在周静浩的记忆里，那时的社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就
是“乱开了锅”，红白事的旧风陋俗根深蒂固，走在大
街上还能看到随处小便、乱扔垃圾的陋习。“那几年，
文明这个字眼实在太微小了。”他说。
1986年开始，镇海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城乡文明建设坚持五抓五治五变。同年，全区决定从城
关镇 （今招宝山街道） 率先突破，创建城河路为军警民
共建文明路；创建20个文明窗口；创建30幢文明宿舍
楼；从文明工厂、文明街道、文明商店、文明学校四条
战线开展文明建设活动，努力把工厂、村庄、商店、机
关、学校、街道、医院、车站、剧院等单位一批一批地
建成文明单位。

周静浩说，针对社会“脏乱差”的现象，全区以街
民“共建杯”篮球赛、建设军警民候车亭、军警民庆
道、居民区为实施单位，路街普遍建立“门前三包、七 “八一”文艺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军警民鱼水情深，
户一岗”的包干制度，经常检查评比，表扬先进，批评
思想道德行为上都有了明显提高。1994年，镇海区和驻
落后，并辅以罚款等行政手段，促使市民养成文明习
镇某部被中宣部和总政治部表彰为全国军民共建社会主
惯。“那时全社会都大搞经济生产，文明建设工作艰难
义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进行，我们人员也少，老百姓都不听你的。”他尴尬地
另外，从1989年第一季度开始，全区开展的季评精
笑了笑。
神文明建设10件新事、年评十佳新事活动成了全国争相
千余年来，社会上形成封建迷信、赌博、婚丧事大
效仿的创新之举,在老百姓身边树立一批看得见、摸得
操大办三种陋俗，建国后人称社会三个“公害”，亦叫
着的先进典型。1991年5月9日， 《人民日报》 以“镇海
三股歪风，简称“三风”。1988年春节开始，镇海区开
区群众学习身边‘活雷锋’”为题报道了这一活动。这
展了刹“赌博、封建迷信、婚丧事大操大办”三股歪风
项活动连续开展了12年，共评480件季度“十件新事”，
活动。1994年1月，河头乡 （今九龙湖镇） 作为试点率
120件“十佳新事”
。
先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引导群众信科学、不信邪，并
查封了几处非法活动点，把一些信教人员引导到经过政
府批准的，有人员管理的合法场所。此后，全区各乡镇
开始效仿。
1996年3月至5月，全区开展了反对封建迷信、制止
非法建造寺观教堂、滥建坟墓专项治理工作，被列入清
理范围的小庙小庵、封建迷信活动点共52处，全部清理
完毕；全区“三沿两区”清理、清除的坟墓700余穴，
基本予以清除或绿化覆盖。“刹三风”运动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镇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在改革开放后艰难起步，在不
断探索实践中创新出特色，“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活
动”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87年，城关镇中心学
校、镇海人民商场被宁波市命名为首批军警民共建文明
单位。1988年，军警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深入开展，警

“最美妈妈”林萍。

文明创建，
书写崭新高度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文明守礼逐渐成为广大群
众的自觉行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提升了人们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
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我区的文明建设工作取得了
一定成效，不断书写着文明新高度。
1987年，省、市、区分别命名表彰了一批文明单
位和文明村镇。澥浦镇桥里戴村成为了首批省级文明
单位和市级文明村，宁波玩具元件厂成为首批市级文
明单位，俞范镇俞范村、镇海棉纺织厂、镇海时装绣
服厂等3家单位被评为宁波市建设文明单位、文明村
镇先进集体；贺驾桥村、俞范村、三圣殿村3个村是
首批区级文明村，镇海棉纺织厂等14个单位为首批区
级文明单位，镇海机械厂等50个单位为区级表彰单
位。
这是我区在全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后第一次取得
的重大成果。
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6年以来，随着港城文明、
文明城市、文明城区等一批区级文明创建工作的提出，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载体更加丰富，要求更加严格。
1991年始，镇海区以提高人的素质“育人治城”
为目的，以环境卫生为突破口，以活动为载体，积极
参加全省创建文明城市竞赛活动和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活动。

1992年下半年，我区先后多次迎接国家、省、市
组织的省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的检查和
考核，获得了各级检查团的肯定和好评。
2002年开始，我区群众性创建活动又推向一个高
潮，其中尤以文明社区的创建为中心。周静浩告诉记
者，文明社区需要突出社区组织制度，形成文明建设
合力，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作用。“那段时间天天往
社区跑，做好社区思想工作，督促他们完善社区设施，
改善环境等等。”周静浩说。市文明社区创建活动每年
评选表彰一次，至2004年底，我区已有市文明社区12
个，省级文明社区7个。
与此同时，随着文明单位、村、社区等基层文明
创建个体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创建水平的不断提升。在
农村，我区把推进文明共建活动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的活力所在，组织全区文明单位、文明机关和行政
村建立共建关系。同年，结对文明单位共下乡帮扶128
次，为结对村无偿提供扶持资金8.
67万元，帮助开发
经济发展项目3个，提供项目资助资金31.
1万元，积极
支持农村远程教育，送电视机9台，通过联村结对、共
建文明活动，整合了农村各项资源，促进了农村的繁
荣与发展。
2004年1月镇海区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浙江省创
建文明城区工作先进城区，2005年1月5日通过省文明
委考核验收，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文明城区。

厚德镇海，
引领文明品质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小的生命离去，做保险
这么多年，我最深的感悟就是要救人于危难之中。”
2009年4月，镇海一位普通的保险人林萍捐献了自己
48%的肝脏，让同村罹患重病的女孩重获新生。她们
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之前也从来没见过面，捐献过程
体现了一位母亲的慈爱胸怀。
林萍事迹一经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与
关注。同年，她被评为2009年“浙江骄傲”年度人
物。
奉献着自己、感动着别人的道德榜样，犹如一盏
盏精神明灯，给社会带来希望之光。近几年来，除了
“最美妈妈”林萍，在镇海这片土地上还涌现出了援
疆教师姚仁汉、献血劳模冯闯、“风雨灯塔人”叶中
央、“最美护士”郑秀丽等140余位道德模范，可谓
“群星璀璨”。 在他们身上，老百姓们看到了一种精
神、一种情怀、一种品格、一种力量，这种精神打造
了镇海厚德的品牌。
2012年1月，镇海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深化
“厚德镇海”建设。迈入新时期，我区的文明建设道
路更加开阔，步伐更为坚实。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随后几年
中，各镇、街道都陆续成立志愿者分会，志愿服务站
覆盖村、社区，注册志愿者人数达44000余人，现代
志愿服务理念深入人心。创新志愿加众筹、志愿加
监管服务体系，成立了像“招宝文明大管家”、黄
背包、红立方、绿丝带、海天救援队等专业化队
伍，尤其是绿丝带对推进降尘环保做出积极贡献，
获得企业、社会、政府、群众四方认可。
为丰富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我区建
立社区文化活动广场和100 多个社区
文化活动点，并建成了“百米文化宣传
长廊”和老年星光活动中心，每年策划

叶中央祖孙三代灯塔工。

“最美护士”郑秀丽 （右一）。

500余项文化活动，2万余名社区群众在家门口接受了
文化的熏陶。
同时，我区统筹推进城乡环境卫生网格化长效管
理体系，构建500个网格，覆盖全部村、社区。全区
文明村、社区比例达60%，文化礼堂覆盖70%农村人
群，在全市名列前茅，打响“立德”品牌。在2017年
正式实施的 《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影响下，
全区动员，努力扫除长期固存的社会“顽疾”，牛皮
癣不见了，城市更明亮了；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道路
更通畅了；城市噪音消失了，生活更安宁了……在市
民眼中，镇海这座城市的灵魂正在以可见的速度变得
更美好。
另一方面，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进行得如火如
荼。近几年，农村“身边好人”不断涌现。在历年评
选的区“爱心感动人物”中，农村道德模范占40%以
上。通过寻找“最美家庭”、评选“百条好家训”、传
播“最美家风”等一系列家风活动，推进农村移风易
俗。“洁美村庄”“卫生示范户”的定期评比，让村
容村貌更加整洁美观。村民志愿者队伍的建立，文化
晚会等活动的举办丰富了村民们的精神生活。其中，
庄市街道光明村、澥浦镇十七房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
村称号，各级文明村覆盖面达到81%，位居全市前
茅。
厚德镇海作为全省首创的精神文明建设举措，获
得了省、市的肯定。2016年5月8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刊登 《宁波镇海区：厚德建设的全民表达》 特别赞扬
了我区在文明建设中的创新。
文明社会，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人的文明。在如
今的镇海，普及文明行动、引领文明风尚已经成为一
种自觉行动。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镇海人民共
赴文明之约、共享文明之果，这片历史悠久的海滨小
城里将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志愿者扶老人过马路。 （夏文珺

摄）

镇海月度文明之星评选。

图片除注明外均由区文明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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