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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温州，不少人有着颇为一致的
印象：奋进、争先、敢闯、敢试⋯⋯现在，
一个民间博物馆群正在让这座城市的
形象愈发生动——

夜色降临，时尚的年轻人绕过繁华
的都市商圈，拐过几条巷子，相约到温州
市瓯海区青灯石刻博物馆旁“赶集”。咖
啡、手工、陶瓷、花艺小摊在他们眼前一
字排开，耳边则是商贩们富有个性的叫
卖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沿着塘河
边遛弯儿，寻找一些温州记忆。

不久前，青灯石刻博物馆旁，举办
了第三届青灯市集。热闹过去后，青灯
石刻博物馆馆长张金成依然很激动，他
告诉记者：“公共文化应该是‘活’的。
它像一条纽带，将人与城市紧紧相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跟随张金成行走在瓯海的塘河边，
记者明显感受到了这条纽带的力量。

青灯石刻博物馆建成已有三年，这
里不乏人气。来来往往的市民、游客围
着灰墙、石瓦、石碑文细细观看，这些上
溯唐五代、下至清代的 500 多件石刻精
品，都是从拆迁的城市古建筑里“抢救”
而来的。

几年前，不少人对张金成自掏腰包

为“石头”建一座博物馆的行为感到不
解。他却拿出了温州人敢闯的劲头要
一干到底：“我想让温州被更多人所熟
知，哪怕是微小的记忆。”

青灯石刻博物馆动工之初，恰逢瓯
海区鼓励非国有博物馆群建设，塘河边
就此换了模样。有人说，传统文化之美
不应该只停留在物件上，而应该与人联
动起来。

于是，举办青灯市集的想法从张金
成的脑海中“冒”了出来。他召集了独
立设计师、传统手作匠人、古美术收藏
家、音乐人等，于 2020 年春天举办第一
届青灯市集生活美学大会，以器物为中
心陈设了古玩、青瓷等摊位，席间还有
音乐会、小剧场、茶话会，青灯石刻博物
馆里还能淘“宝贝”⋯⋯人们从城市的
各个角落慕名而来，张金成感受到公共
文化“活”了起来。

传统而不失现代的青灯市集，让瓯
海区委、区政府决定，要让市集永不落
幕地办下去。近三年，青灯市集累计举
办 5 次，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每次持续
一周，但每次开市的主题则迭代换新。
从塘河水市、非遗生活到东亚文化，市
集受众面广，国内外专业藏家为淘宝贝
而来，时尚年轻人前来打卡拍照，网红

博主现场带货直播，线上百万粉丝“云
逛展”。

张金成说：“青灯市集还是个‘满月
宝宝’，总共开市30多天，吸引客流130
万人次，2000 多家单位参展，每次带动
千万元以上的交易量。”

青灯点亮了城市。今年，温州提出
打造“中国民办博物馆之城”，以文气激
活人气、商气，让文化温州润泽幸福
温州。

民办博物馆怎么建，如何兴？漫步
塘河边，尚在起步阶段的民办博物馆群
绝对能打破人们对博物馆“高端”“严
肃”的固有印象，目之所及皆是“破圈”
的惊喜——与“青灯”相邻的温州珐琅
彩艺术博物馆，展示五大名窑瓷器、清
三代青花瓷、粉彩瓷等各种珍稀瓷器；
塘河向南约一公里，东经纸文化艺术博
物馆将企业纸包装设计艺术陈列展示；
和“青灯”同一街道的“藏灯阁”灯文化
博物馆，是温州市首个民间灯文化专题
博物馆⋯⋯

据统计，瓯海区拥有国有博物馆 1
家，民办博物馆 7 家，市级以上乡村博
物馆 9 家。在张金成看来，博物馆就像
是这座城市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一个
文化形象IP。

如何激发民办博物馆的内生动
力？温州新近出台激励办法，对符合条
件的民办博物馆给予最高 300 万元一
次性建设补助，博物馆独立策展或组织
本馆藏品赴外地展出，还能拿到最高20

万元的奖励性补助。民办博物馆举办
各类文创市集、节日雅集，最高可拿到
50万元的奖励。

“温州具有社会力量办文化的基
因，通过民办博物馆展示温州文化城
市 形 象 ，是 一 场 自 我 造 血 式 文 化 升
级。”温州博物馆馆长董姝表示，民办
博物馆的快速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激发城市经济发
展新动能。

现在，以青灯石刻博物馆为“源头”
的文化现象还在继续。张金成说，目前，
青灯石刻博物馆已经启动二期西岸馆建
设及三期方案设计，还将沿着塘河布局
文化园，打造青灯文博产业平台等，分类
展出当代艺术、雕塑及绘画作品。

“我们的目标是形成青灯石刻博物
馆园和博物馆院的概念，打造国内外文
化交流的平台，吸引更多有趣的人和物
来到温州。”张金成认为，博物馆可以打
造成一个“文化综合体”，变得好玩又
有趣。

温州探路民办博物馆建设的路径
已愈发清晰。温州市文广旅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当地将通过政策引导、
强化服务保障，鼓励社会力量利用闲置
的文物建筑与历史建筑，兴办博物馆之
城系列馆。

夜幕降临，在距离塘河不远处，一
座高楼亮起“温州之美 让世界看见”的
宣传口号。的确，这座城市的美，正在
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温州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城市形象愈发生动——

民办博物馆，让城市有魅力更有活力
本报记者 陈 宁 王艳琼 共享融媒·瓯海 周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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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 彻 二 十 大 创 造 新 业 绩
解 码 新 动 能

直击省运会

本报讯 11 月 20 日，为期 5 天的第
十七届省运会攀岩比赛在永康市体育
中心开赛，来自我省 9 个设区市的 108
名青少年攀岩选手，在陡峭的岩壁上一
较高下。

比赛中，运动员们手脚并用，穿梭
于岩壁之上。越到高处，岩壁角度增
加，攀爬的难度系数也会越来越大。凭
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小选手们在岩壁上成功完成腾挪跳跃
等动作，上演“岩壁上的芭蕾”。

攀岩是东京奥运会新增比赛项目，是
一项集竞技、休闲、健身为一体的运动。
本次省运会攀岩项目共分为速度、难度、
抱石三个单项，项目接轨2024年巴黎奥
运会，共设男女甲乙丙组6个组别。

（本报记者 沈超 共享联盟·永康
卢斌 文/摄）

省运会攀岩比赛举行

攀登吧，少年

本报湖州 11 月 21 日电 （记者
叶诗蕾 胡静漪） 21 日下午，我省“一
体化赋能高质量发展”走进城市主题行
动首站在湖州开启。记者从现场了解
到，湖州与长三角多个城市和企业定下
盟约，38 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
达727亿元。

据悉，此次签约的重大项目分为
产业类、科技类、人才类和合作类等四
大类。产业类项目主要涉及高端装
备、新材料、生命健康和现代美妆等领
域，与湖州重点发展的“4210”产业体
系十分契合。其中，落户于南太湖新
区的卫蓝新能源年产 20GWh 固态电
池项目，总投资 139 亿元，项目达产后

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200 亿元，推动
当地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延
链补链强链。

合作类项目则围绕接轨上海大都市
圈、加强跨省平台合作、产业创新协同等
重点领域，进一步提升湖州与沪、苏、皖
交流合作的紧密度，为推动“一体化赋能
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湖州是上海大都市圈、杭州都市圈
和环太湖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我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前沿阵
地，被誉为“长三角之心”。近年来，该市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大关键词，
坚持全市域融入，加快从长三角地理中
心向发展高地转变。

瞄准新兴产业，深度融入长三角
湖州签约38个项目，总投资727亿元

本报丽水 11 月 21 日电 （记者
邬敏 通讯员 周素羽 雷沈英） 21 日，
记者在丽水召开的浙江省第七届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
届运动会将于 11 月 24 日至 27 日在景
宁举办。该运动会每4年一届，景宁作
为 1986 年首届全省民族运动会举办
地，时隔 36 年再次获得承办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的任务。

本次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民
宗委、省体育局主办，景宁畲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承办。与往届运动会相比，本
届运动会更加突出各民族共同参与、安
全原则和文化创新。

运动会共设珍珠球、蹴球、秋千、
射弩、陀螺、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
民族武术、民族健身操等 10 个竞赛项
目，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等3类表演
项目，共有12个代表团参赛，其中包括
11 个市级代表团和景宁畲族自治县代
表团，共有33个民族的运动员参加。

本次运动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于 10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各代表团所
在地，采用裁判组流动评分形式，已完
成民族健身操和表演项目的评比，共有
244 名运动员参赛。第二阶段于 11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景宁举行，共有 9 个竞
赛项目、413名运动员参加。

省第七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景宁举办

本报讯（记者 林婧 通讯员 徐旻鹰）
11月19日，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建校
70周年庆典大会在该校海宁校区举行。

1952 年，学校前身浙江省杭州工
人技术学校创立，这是浙江第一所培养
制造业人才的工人技术学校，1958 年
升格成为浙江机械专科学校。2002
年，经省政府批准并经教育部备案正式

成立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如今，浙
江机电职院已拥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 A 档前十、国家示范性高等职
业院校、浙江省重点建设高职院校等
10张金名片。

大会现场正式成立浙江省工业智
能控制与应用产教融合联盟。当天，浙
江机械工业博物馆和学校校史馆开馆。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庆祝建校70周年

11 月 17 日，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和金清镇纪检干部组成的监督小分队正在一家共富
工坊走访。路桥区纪委监委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建立起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纪检监
督机制，对共富工坊建设和作用发挥、低收入家庭致富增收措施保障等惠民富民政策落实
情况开展精准监督。 拍友 蒋友青 摄

城乡养老机构冷热不均怎么破、专
业人才紧缺问题短板如何补、医护康养
一体化怎么做⋯⋯近日，宁波市第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就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举行专题询问会。会上，宁波市发改
委、民政局、教育局等 12 个相关部门负
责人就这些问题现场作答。

到 2025 年，宁波老年人将占户籍
人口的30%，养老服务质量关系到数以
万计的家庭。今年，宁波将“甬有敬老”
列为 10 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加紧落
实《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补齐
养老短板，宁波如何发力?

养老机构城乡布局
如何优化

在宁波，每千人的社会养老床位已
达56张，其中机构养老床位达38张，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尽管如此，宁波养老
机构平均入住率却不足45%，且机构床
位入住冷热不均，特别是乡镇养老机
构，床位空置率较高，区（县、市）中平均
入住率最低的只有27.5%。

一方面城区优质养老机构“一床难
求”，另一方面城郊乡村养老机构“一人
难留”，询问会上，这一问题被多次提及。

记者走访发现，城郊乡村养老机构
遇冷，并不完全因为需求不足。据了
解，宁波有三分之二的老年人生活在农
村，养老需求较大，但是乡镇养老机构

的条件，让他们望而却步。“城区养老机
构环境好、服务好，而乡镇农村养老机
构各方面都要差不少。”76 岁的农村独
居老人吴奶奶说。

在北仑，由一所小学改造而成的霞
浦街道敬老院，原先因为适老化程度差，
且没有护理床位，入住率一直较低。去
年拆后重建，该敬老院的床位从60张增
加到140张，另配护理床位60张。舒适
的环境、明亮的房间、专业的护理人员，
一下子改变了敬老院“一人难留”的局
面。重新运营仅一年，入住率就达75%。

霞浦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们采用“公建民营”方式运营，引进了上
海一家专业做养老服务的第三方公司，
行政、管理人员都是专业人员，能满足
老年助餐、代配送药、精神康复等多元
化养老需求。目前，北仑多家示范性养
老服务中心均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运营。

宁波市民政局局长胡杰表示，为缓
解城区和乡镇农村养老机构的供需矛
盾，宁波要以优化服务供给作为主攻方
向。一方面，宁波正加快推进机构硬件
设施的迭代升级，到 2025 年宁波全市
养老机构床位预计达到 7 万张左右，其
中护理型床位占 70%；另一方面，他们
还将推进专业服务的迭代升级，重点实
施养老机构的品牌培优计划，引入非营
利性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运营机制，打造
一批专业化、品牌化的公办养老机构。

据了解，宁波接下去要新扩建 65
家养老机构，提升改造一批乡镇敬老
院，并淘汰一批设施陈旧、改造条件不
足的小散养老机构。

专业人才缺口如何弥补

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从事养老服
务的人员却非常紧缺，养老机构普遍存
在招不到人和留不住人的情况。

据了解，目前宁波养老行业的从业
人员平均年龄约 50 岁，学历大多在初
中及以下。以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养老服务专业为例，今年该专业有 678
名毕业生，而且留在宁波并且从事养老
工作的人员比例也不高。

在询问会上，宁波市教育局局长毛
才盛表示，目前宁波开设养老服务专业
的学校已经增加到三所中职和一所高
职学校，养老专业方向的学生有 1676
人，另外宁波有护理专业的学生近2500
人。同时，宁波大学等高校也可以设置
养老服务本科专业，到 2025 年每年能
够为养老机构提供500名毕业生。

宁波将加大对从业人员养老服务
技能的培训力度。今年开始，宁波启动
了“一老一小”照护人员培训，截至目前
已培训 6400 名照护人员，其中 1000 名
是养老护理人员。

在宁波市社会福利院，持证护理员
就达212人，在院工作最长的已有21个
年头。2021年，已有5位表现突出的普
通护理员晋升为班长。

医护康养一体化怎么发展

宁波有重度失能老人 2.9 万人。然
而，根据宁波人大的问卷调查，因对养

老机构服务人员的专业性存在担忧，超
半数家庭不愿将老人送到养老机构。

为此，宁波尝试探索医养康养相结
合的模式。在鄞州区，钱湖医院多年前
就探索医养结合。“起初，我们推出 80
张医养结合床位，收治各种伴发多种疾
病、大医院又无法长期收治的老年患
者。”鄞州区钱湖医院院长胡勤勇说，如
今，医养结合床位已从最初的 80 张增
至 200 张，却常年满员，需要预约排队
才能入住。

值得一提的是，钱湖医院的养老病
房并不提供单纯养老服务，而是收治一
些需要继续治疗或进一步康复的老年
患者，将不同疾病的老年人收治在不同
病区。

同样，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也
陆续和当地 8 家养老机构签约，将康复
专科护士常年派驻到养老院工作，将三
甲医院优质护理服务资源下沉到养老
机构，探索“医护康养”四位一体的新型
养老模式，取得不错的效果。

据了解，在宁波 264 家养老机构
中，内设医疗卫生机构的仅 32 家，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仅 39 家，取得医
保定点资格的仅 22 家，医养结合资源
配置率仍然偏低。

“我们正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重点建设市、县、镇、村四级网络。”宁波
市卫健委副主任史国建表示，下一步还
要在现有的医养结合型养老院中继续
开设医务室或诊所，加强日常健康管理
和定期健康体检，让更多老年人共享医
养结合的成果。

有的一床难求有的一人难留，养老院之困怎么解
宁波多方发力破解养老服务难题

本报记者 王丹静 通讯员 王琼硕

浙报观察

本报讯（记者 邬敏 通讯员 崔建霞
林芳）“我家有公益林 1380.6 亩，最近
领到公益林补偿资金48321元。”近日，
龙泉市住龙镇水塔村73岁村民徐庆发
说，自从公益林数字化落界后，界址更
加明晰，他家的公益林面积增加 95.1
亩，每年补偿资金也增加3330元。

公益林补偿金通过线上系统“点对
点”精准发放至林农个人社保卡，得益
于该市公益林的数字化管理。

龙泉是全省最大的林区县（市），现
有省级以上重点公益林 180.4 万亩，占
林地总面积的 45.2%，涉及 19 个乡镇

（街道）的3万多家农户。
“生态公益林点多、面广，资金发放涉

及林农切身利益，然而生态公益林落界不
清，容易导致划错、错发、分配不均等问
题。”龙泉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解决公益林确权难题，龙泉率先在全
省启动公益林数字化管理，联合浙江农林

大学建成《龙泉市公益林信息化管理系
统》，实现了所有公益林精准划界。

2021 年，龙泉迭代建设“益林共
富”多跨场景应用，使公益林补偿金发
放流程从“县乡村组户”逐级发放调整
为“由县至户”一键直达，林农还可自助
查询自家公益林坐落、面积和资金发放
等情况。

“公益林事关林农切身利益，通过
督促林业部门以数字化手段进一步完
善生态公益林监管机制，全力堵塞公益
林风险漏洞，解决公益分林管理难题，
全市山林纠纷从2019年的584件下降
至 2021 年的 4 件。”龙泉市纪委市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龙泉市林业局数据统计，截至目
前，龙泉市累计发放公益林补偿资金
7.58亿元，实现森林资源资产贷款62.27
亿元，建成林下经济基地面积约 2.6 万
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达1.5亿元以上。

公益林精准划界，补偿金一键直达

龙泉创新公益林数字化管理

（紧接第一版）‘应检尽检’仍是监测预
警的重要方式，需要大家群防群控、共
同配合。”凌锋说，“落地检”也是防范输
入性疫情的措施之一，能够“早发现”来
自高风险区的风险人员，为避免跨区域
疫情传播引发本地关联性疫情发挥重
要作用。

新冠病毒历经两年多变异，接种
疫苗还有用吗？长期居家的老年人是
否有必要接种疫苗？针对这些问题，
凌锋表示，虽然新冠病毒一直在变异，

但现有新冠病毒疫苗对预防新冠病毒
感染仍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尤其是预
防重症和死亡，老年人仍然有必要接
种疫苗。

“我们积极倡导老年人接种新冠
疫苗，这对于降低老人的重症和死亡
风险是有效的。”凌锋提醒，没有接种
疫苗或者没有完成全程接种和加强针
的老年人，只要不属于禁忌范围或缓
种对象，建议尽快去就近接种点完成
疫苗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