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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会开展“致敬劳模”青年会员思想教育活动 

5月 3日下午，青年节前夕，市委会组织青年会员开展了致敬劳

模“不负芳华 美丽绽放”思想教育活动。浙江万里学院党委副书记

王伟忠、民进市委会副主委钱国英参加活动并讲话，民进市委会副主

委陈国明参加活动，民进市委会常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吴易凝主

持活动。 

我会会员、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浙江万里学院生命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陈忠法做先进事迹报告。陈忠法

结合自身经历，与大家分享了工作与生活的感悟。 

教育活动的第二阶段，会员们在陈国明副主委带领下来到善园公

益基金会，就善荷青年公益支持计划和华茂·彩虹行动做了深入了解

和探讨，为智力帮扶宁波本土青年践行公益梦想、推动优质公益项目

成果转化做准备。 

 

我会机关干部参加全省民进机关专职干部培训班 

5 月 7 日至 11 日，2018 年民进全省专职干部培训班在省社会主

义学院举办。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高友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

长隗斌贤，民进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刘毅、秘书长姜红雨等出席培训，

我会机关同志参加培训。 

省委会刘毅副主委在开学式上作培训动员讲话。在省社院学习期

间，高友东副主席为大家作了题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加

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及其机关建设》的专题辅导讲座。

培训班还邀请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黄天柱为大家作了题为《‚五一口

号‛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专题讲座，举行了‚亮相新的你‛主题

交流活动， 12位学员作工作交流，分享感悟体会。 

5 月 9 日至 11 日，刘毅副主委带领培训班学员赴武汉市社会主

义学院学习，到武汉光谷展示厅、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武汉市

革命博物馆、武汉市城市规划展览馆等地进行了现场教学。期间，培

训班全体成员还与民进湖北省委会就民进工作和机关建设开展交流，

民进湖北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兼秘书长周建元及机关处室有关同志参

加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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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民进妇委会“3861”爱相随善款捐赠星星儿童 

三八妇女节期间，宁波民进女会员进行了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七十周年经典诵读，参观了梁弄横坎头村，还传承传统开展了“3861

爱相随”活动。参加活动的女会员共计捐款 8270 元。在跟市慈善总

会接洽商讨后，8000 余元善款最终定向捐献给了一位 5 岁的星宝儿

童，由慈善总会每月定额支助，帮助孩子进行康复训练。 

5 月 25 日，民进宁波市妇委会主任冯浙萍、副主任陈峰会同宁

波市慈善总会程学老师一同前往自闭症患儿恒恒家中看望，为孩子及

其妈妈送去民进祝福，希望他健康快乐，茁壮成长。 

 

会领导参加民进全国副省级城市专题研讨会 

5 月 22 日—23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副省级城市思想政治教

育专题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与司法委员会

副主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高友东，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民进

江苏省委主委朱晓进，中共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宣传部部长

陈勇应邀出席并讲话。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部分特邀城市的民进

市委会领导、干部 5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民进南京市委会主委陈

华主持。我会专职副主委徐建成和组织宣传处处长梅旭东代表宁波市

参加会议。 

高友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副省级城市民进组织在民进全会建设

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召开研讨会是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推进

自身建设和履行职能的重要举措。高友东要求各级民进组织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实

践，进一步加强组织体系和机制制度建设，不断推动民进各项工作再

上新台阶。 

会上，民进宁波市委会副主委徐建成作了题为《以史促思以思促

行  切实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引领作用》的交流发言，从强化‚学

习引领‛、‚价值引领‛、‚示范引领‛、‚制度引领‛等方面介绍

了我会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 3 - 

市农业局领导来我会面商提案办理情况 

5 月 18 日下午，市农业局副局长茅剑辉及相关处室负责人来到

我会机关，就我会在市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大传统

农业遗产保护和现代农业文化建设力度 促进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建

议》（第 557号提案）办理情况进行面商答复。 

茅剑辉从加强对农业农村文化的宣传引导、统筹推进农业和乡村

旅游特色化发展、加强农业和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加大对农旅文融

合的政策扶持、培养一批农村文化人才队伍等五方面详细介绍了我市

近年来在农业文化建设等工作上所作的努力，交流了我市开展绿色都

市农业示范区和田园综合体建设‚152211‛工程的相关思路和举措。 

徐建成副主委对市农业局高度重视和认真办理我会提案表示感

谢，希望相关的好建议和好思路能够进一步得到落实，对取得的成效

要多加宣传推广，同时要加大现代农业文化遗产建设力度，借农事节

庆讲好地域文化故事，要大力推进农村职业教育，通过高等职业技术

学院等途径培养更多农业专业人才，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双方

还就部门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和探讨。 

 

我会携手筑梦幼教公益联盟奉献童心之爱 

5 月 26 日，民进宁波市委会携手筑梦幼教公益联盟前往溪口镇

班溪中心幼儿园“六一”主题活动，并为每一个孩子都带去了六一儿

童节的礼物。专职副主委徐建成，民进海曙区中心二支部、民进幼教

支部、民进机关支部 20余名会员参加活动。 

活动分集体教学、互动演出、捐赠慰问三个环节，来自宁波市三所

幼儿园的民进会员分别为孩子和老师们展示了大班语言课《小熊住山

洞》、中班科学课《弯弯乐园》和小班美术课《蜘蛛织网》。参加活动

的老师们带去了童话剧、印度舞、嘻哈舞、手偶剧、歌表演等精心排练

的节目。欢声笑语中，大家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十分难忘的一天， 

民进幼教支部为班溪中心幼儿园捐赠建立了一个绘本爱心角，民

进海曙区中心二支部捐赠建立了一个雪花插片爱心角，周丽萍会员则

单独联系捐赠了 20份可来赛儿童益智小木琴八音手敲琴、30份鳄鱼

平衡、40份城堡积木等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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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举办宁波民进名师团公益课堂第七讲 

5 月 27 上午，宁波民进名师团公益课堂第七讲‚幼儿入园提早

备‛在宁波市李惠利幼儿园（樱花园）举行。民进会员、李惠利幼儿

园教育集团总园长、省特级教师林红以幼儿入园，家长应如何准备为

题作专题讲座。林红从为什么会产生入园焦虑、入园适应的策略、形

成入园合力等方面娓娓讲述幼儿入园前应如何做好准备，并结合工作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家长也要准备好‛的理念，希望家长一

方面做好自身情绪的把控，另一方面帮助孩子做好心理、生活和语言

上的准备，通过提前养成好习惯，让从未真正离开过家的小宝贝们，

顺利地过渡到集体生活阶段。讲座后，家长们还和李惠利幼儿园的老

师们进行了互动，通过体验小班孩子的课程，老师们也向家长解析了

几个容易出偏差的育儿误区。 

此次活动由民进宁波市委员会、市慈善总会联合发起，宁波晚报、

宁波晚报升学通参与协办，宁波太平洋慈善基金会资助。公益课堂授

课人员均为我市省特级教师、市及各区市（县）名师、学科带头人等，

此前六期活动采用“您点单我定制”选课模式为广大学生家长量身

定制名师课程，覆盖了小中高全学龄段，力求将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居

民身边。 

 

市委会选派骨干会员到省社会主义学院参加培训 

5月 21日至 25日，2018年民进全省骨干会员培训班在浙江省社

会主义院举行，市委会选派王劲松、周娴华、吴建平、林飞君、曹琼

等 5名会员参加培训。 

21 日下午，培训班举行开班式，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刘毅出席并

讲话。在为期五天的培训中，省委会和省社院精心准备了培训课程。

刘毅副主委为学员们解读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省委统战部副

巡视员杨卫敏带来了《重温历史不忘初心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

度》课程，省政府研究室原主任、博士、沈建明教授作《浙江经济高

质量发展》讲座，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教授作《习近平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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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思想》专题授课，公共管理教研室讲师李晓东博士作《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回顾建党历史弘扬红船精神》课程。培训班还安排了现

场教学，学员们参观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

立旧址、柯灵旧居，感受了‚重走‘一大’路再现 1921 嘉兴故事‛

体验式教学。回眸民进先辈与中共风雨同舟的风云岁月，会员们深切

感悟‚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

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的红船精神，更加坚定了要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

进的信心和决心。 

5 月 23 日下午，培训班举行学员论坛和结业式。各个小组的代

表分别就‚会内工作机构如何围绕省委会中心任务发挥作用‛以及学

习体会进行了研讨发言。我会会员、培训班学习委员、宁波大学研究

生院副院长周娴华代表全体学员作学习总结。周娴华还获得优秀学员

称号。 

 

宁波民进老龄委参观镇海中学 

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 周年，深化会史教育，传

承民进优良传统，5 月 15 日，宁波民进老龄委组织了三十位老同志

赴镇海中学参观。 

老会员们参观了镇海中学整个校园。孔庙大成殿、泮池、吴公纪

功碑亭、俞大猷生祠碑、海防遗址炮台群、林则徐纪念堂、朱枫烈士

纪念楼……这些历史遗留的人文景观给大家重现了一幕幕民族英雄英

勇抗敌的壮烈场景，述说着镇海悠远厚重的历史，从挂满铜牌的荣誉

墙，再到梓荫山下校史陈列馆，处处渗透着镇中“梓材荫泽，追求卓

越”的办学理念。老会员们无不感慨：镇海中学不愧为东海之滨的一

颗璀璨的教育明珠，莘莘学子的梦想家园。当天下午，老会员们又顺

道参观了宁波帮博物馆，详细了解了宁波帮敢为天下先，报效故乡的

赤子情怀。 

活动顺利圆满结束，满满的正能量激发了老会员们老有所学、老

有所为的满腔激情，憧憬晚年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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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动态 

市职教中心支部携手学校党支部同心之行 

5月 4日，民进宁波市职教中心支部会员和职教中心荣吉校区党

支部部分党员同志前往百年名校浙江省镇海中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参观学习，重温革命光辉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这是民进支部与

学校中共党支部联合举行的第二次“同心之行”。 

会员们重点参观了校园内的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朱枫烈士

纪念楼，楼内陈列朱枫烈士从 1925 年起参加各种进步学生运动和爱

国救亡运动，以及 1948 年以后从事党的情报工作，在台北壮烈牺牲

的英勇事迹和遗物，还有中央有关领导、烈士生前亲友题词和纪念书

画。大家还参观了校园内保留的一批反映千百年来镇海人民抗击侵略

的遗址，镇海口海防遗址、抗倭名将俞大猷纪念亭碑，林则徐纪念堂

等历史遗迹，其中泮池、吴公纪功碑亭、都督俞公碑亭 3处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家认真观看了历史实物、珍贵图片和文献资料。 

民进宁波市委会主委、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向大家介绍了学校的

发展历史及目前的办学成果。镇海中学校办王主任进行了全程讲解。 

 

民进余姚基层委员会赴安吉调研民办教育 

5 月 11 日上午，民进余姚市基层委员会前往新中国第一所私立

高中——安吉上墅私立高级中学，进行调研交流。 

上墅私立高级中学创办于 1984 年，创办人是民进会员汤有祥，

学校坚持走‚改革、创新、发展‛之路，由原来的一个高中培训班发

展到融普高、职高、国际高中、高职教育于一体的上墅教育集团。民

进余姚基层委员会一行人参观了校舍与校园文化建设，认真听取了学

校董事长兼校长汤有祥介绍办学经验，其先进的办学理念与创新型人

才培养模式。既拓宽学生的成才之路，也瞄准技术人才紧缺的社会需

求，真正体现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给会员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汤校长是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第九届、第十届

政协委员。获得过‚中国教育改革杰出贡献人物‛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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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余姚基层委员会还跟民进安吉基层委员会进行了工作交流，

互相学习交流民进支部建设的经验，会场气氛轻松、愉悦、温馨，真

正体现了‚全国民进一家人‛的优良传统。 

 

高新区综合支部参加区首届创客文化节 

5 月 12 日，宁波国家高新区首届创客文化节闭幕式在高新区实

验学校内举行，民进高新区综合支部会员在支部主委万柏涛的带领下

参加活动。万柏涛主委还以高新区科协副主席身份对区创客文化节

“STEM 教学实施评比”“基于 STEM 课程的创客教育论坛”“青少

年创客大赛”等系列活动获奖的师生进行了表彰和颁奖，区创客教育

论坛中获奖成员中还包括民进高新区支部会员黄意老师。 

高新区创客文化节自开幕至今，经历了整整半个学期的历程，在

整个文化节期间，民进高新区支部主委万柏涛和不少民进会员都参与

了工作，为此次创客文化节的顺利闭幕作出了贡献。 

 

会员风采 

钱国英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发表宁波首篇《science》论文 

民进宁波市委会副主委、浙江万里学院钱国英教授团队与浙江万

里学院葛楚天教授团队、美国杜克大学 Blanche Capel教授团队合作，

以  “The histone demethylase KDM6Bregulates temperature- 

dependent sex determination in a turtle species” （组蛋白去

甲基化酶 KDM6B调控一种龟的温度依赖型性别决定）为题在国际顶级

学术期刊《Science》（《科学》）上发表论文。 

葛楚天教授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叶键高级工程师为

并列第一作者，钱国英教授和 Blanche Capel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浙江万里学院为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单位。这是宁波地区首次在

《Science》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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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5月 3日上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第九届中国宁波国际茶文化节

和‚新时代宁波茶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 

5月 4日下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市政协民主监督第 4组调研工

作，赴海曙考察智慧城管（交通建设）、社区停车位改造等事宜。 

5月 7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台州市教育局戴冠福局

长一行 6人，并就教育合作事项作深入交流。 

5月 8日下午，徐建成副主委在行政会议中心 101会议室参加全

市改革工作交流推进会。 

5月 8日-13日，吴国平主委作为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工

作组成员赴河北、辽宁参与两省高考综合改革基础条件实地评估工作。 

5月 9日上午，徐建成副主委在行政会议中心 306会议室参加全

省对外开放大会视频会议。 

同日下午，徐建成副主委在行政会议中心 218会议室参加企业投

资项目快速审批工作企业家和经办人座谈会。 

5 月 10 日，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在甬省政协委员调研活动，赴北

仑视察美丽乡村建设。 

5 月 21 日上午，市委统战部召开专职副主委会议，商议开展黔

西南、延边精准扶贫事宜。徐建成副主委参加。 

5 月 22 日，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丽水市教育局王平局

长、丽水中学范寿仁主委一行，就教育帮扶结对工作进行协商。 

5月 22日至 23日，徐建成副主委赴杭州列席省政协常委会议，

并就最多跑一次专题在小组上发言。 

5月 23-24日，吴国平主委应教育部中学主委培训中心邀请赴武

汉对武汉市部分名主委进行办学指导。 

5 月 24 日，徐建成副主委陪同市政协副主席陈安平参加‚快递

行业规范发展‛专题调研。 

5 月 25 日上午，吴国平主委在镇海中学接待了由中共西安市委

政策研究室副巡视员朱晓辉带领的西安市教育局基教处、各区（县、

市）教育局分管领导以及各直属学校主委一行 17 人，向他们介绍了

学校的办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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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下午，吴国平主委应宁波市教师教育学会邀请作有关教师队

伍建设的讲座。 

同日，徐建成副主委赴慈溪参加法治警示教育基地、新农村建设

和特色小镇调研活动。 

5月 27-31日，吴国平主委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参加民进中央组

织的 2018年第一期民进省级组织兼职副主委培训班。 

5月 28日至 30日，徐建成副主委陪同市政协副主席崔秀玲赴广

州、泉州调研‚一带一路‛活化石保护利用情况。 

5 月 31 日下午，徐建成副主委参加市委统战部组织召开的全市

‚六争攻坚‛一线党外挂职干部座谈会。我会会员、市公路局科技信

息处处长蔡鹤立在会上作表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