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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鸣达

5 月上旬，宁波两位老人的逝
世，在社会上引发很大反响。没有
领导发话，没有组织号召，人们自
发地去送花圈，去参加追悼会，自
发地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追思、颂
扬，怀念两位老人生前的一点一
滴。

这两位老人，一位是张永祥，
早年投身革命，四明山上打过游
击，是位离休干部。一位是史利
英，曾是宁波著名服饰企业培罗成
集团的创始人和掌门人。两位老人
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张永祥离休
近 30 年，史利英将“权”交给第
二代也近 10 年。为什么已经淡出
人们视野多年的两位老人，逝世后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了人们
的深切思念、由衷尊敬？在笔者看
来，两位老人的身上有真正宁波人
的精神，他们的离去，唤醒了人们
内心的记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地域
环境、人文历史、民俗传统等因素
的影响，每一个地方人有不同于其
他地方人的特征。我们在与外人交
流中，少不了被问及宁波人如何如
何？单位内也常有何为宁波人、何
为宁波精神的探讨。但答案往往要

么太具体，要么太抽象。比如，在
一般人看来，宁波人务实、能干、
善经商。此外，还有什么则不甚明
了。作为一个宁波人，你知道宁波
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吗？

张永祥、史利英的一生，为我
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两位老人既是
几百万宁波人中的普通一员，又是
其中的典型代表，两位老人的人生
轨迹是对何为宁波人、何为宁波精
神的最好诠释。

张永祥年轻时投身革命，为解
放宁波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他不忘初心，爱岗敬
业，无论在什么岗位，干什么工
作，都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
一行，并干出成效。上世纪五十年
代，他任梅山盐场党委书记，一年
时间盐场建成投产，被国家轻工业
部授予“愿梅山之花开遍全国各
地”的锦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张永祥得到重用，官至温州市委书
记，但不久因故被免调回宁波任职
市政府顾问。改革开放兴起，宁波
开发区成立，张永祥不计官位高
低，主动请缨担任开发区首任党委
书记，为宁波的改革发展立下新
功。1986 年，由包玉刚出资的宁
波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宁波大学建
成，已过了离休年龄的张永祥被市

委任命为学校党委书记。时任宁波
市委书记的葛洪升说：“张永祥同
志任党委书记，是在大学开学前才
定的，他是一位很耐心、很细心、
很善于团结人的老同志，工作又很
踏实。”张永祥又成为宁波高等教
育的开拓者。离休后，张老长期担
任宁波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
任，他深入学校、街道，宣讲革命
传统，身体力行，结对帮扶贫困学
生求学，被评为全国先进。

史利英的经历也颇为传奇。这
位曾经的农村妇女，由 1000 元资
金、4间旧仓库、几台旧缝纫机起
步，通过几十年的拼搏，成为宁波
培罗成集团董事长、全国“三八”
红旗手。创业路上的艰辛唯有她
知。如为了把服装界的特级技师陆
成法从上海请到宁波，她多次上门
拜访，甚至为陆家打扫卫生、买菜
做饭，服侍生病的陆师母长达 3个
月之久，终于感动了陆师傅。史利
英做事成功，做人更值得称道。她
的口头禅就是：“做事先要做人。”她
教子有方，子承母业；她关爱职工，
如同家人；她好善乐助，帮人无数。
笔者的一位熟人，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到宁波打拼，一时举目无亲，生计
困难，是毫不相识的史利英给了他
第一笔生意，扶了他一把，给他的企

业带来生机。如今这位熟人早已成
为颇具规模的一家企业老总，获悉
史利英去世，数度落泪。

张永祥、史利英两位老人，一
官一民，一政一企，身份经历各不
相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
两位老人是宁波改革开放的积极参
与者、勇敢开拓者，是能干事、干
大事、干成事者；其二，两位老人
的人格高尚，心中有爱，爱社会，
爱人民。

斯者已逝，追思先人的目的，
在于激励后人。对照两位老人，我
们的差距在哪里？记忆一旦被唤
醒，切勿让它关闭。改革没有过去
时、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活
着的人应该学习、传承两位老人善
抓机遇、敢于创新、敢于担当的精
神，将改革推向深入。还应该学习
两位老人健全的人格，防止和克服
凡事要问“有什么好处”“有什么
用”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多关
爱他人，多为社会作贡献。

怀念两位老人，怀念一种精神
据5月11日《广州日报》报道：截至目前，北京市预约 5月 20

日（周六）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已超过 4000对。届时，将会出现较长
时间排队等候登记的现象。北京市民政局建议新人错峰登记。

点评：520，我爱你，讨个吉利和好彩头，是人之常情。民政局在
积极宣传引导之余，还当顺应年轻人的这种情感需求。像往年，有的
婚姻登记处加班加点，确保新人在“520”当天24时前领到证。这种特
殊时期的特殊办法，显然比“准时下班，爱咋咋地”人性化得多。

@班农先生：实在没什么必要啊。
@浮夸chan：可以实行预约制。

据5月11日人民网报道：在一些小学里，竞选班干部前，给
“选民”送零食拉票；有了“记名字”的权利，就公报私仇、欺上
瞒下；逢年过节，先“打点”好班长和重要班干部……记者调查发
现，这样存在于小学生中的“小腐败”，并不鲜见。

点评：遏制这种“小腐败”，老师是关键。面对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尚未成型的学生，老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格外重要。如果老
师对拉票贿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一条口子，学生就有无数可以钻
的空子；老师言传身教，秉持公正，学生自然会向规则看齐。

@萨芬：管好学生也需要家长配合。
@顶顶瓜瓜：社会风气不要过早侵蚀校园。

据5月11日人民政协网报道：某单位花了几万元钱，让广告
商精心设计装潢了各种制度牌匾，挂在会议室、各办公室和走廊过
道的墙上。这些新制度牌匾金属框、布绒底、雕版字，不但金碧辉
煌，非常气派，而且颜色风格各异，好似书画摄影展览。

点评：制度牌匾制作得好看，确实能吸引人多看几眼，但制定
制度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其执行得好坏，也不体现在墙上。牌匾
装裱精致，终究会有看腻的一天，把这“装修”的时间和精力用到
抓落实上，让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效力，才是真正的美。

@东东：花几万元，真阔气。
@撒野一圈回来：有应付检查的嫌疑。

新华社记者 孙闻 裘立华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自我革
命”的勇气。然而记者调研中发
现，个别地方和部门面对改革，有
叶公好龙的心态——动别人的利
益，拍手叫好；切自己的蛋糕，掉
头就跑。对此，中央已经给“叶公
们”敲响了警钟。这样的心态和做
法需要纠正。

“叶公”具有极大的迷惑性，
面对中央的改革部署，他们表态积
极，讨论热烈，言辞恳切，誓作改革
促进派。然而，一到抓落实就顾左右
而言他，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叶公”在改革触及自己一亩三分地

的利益时表现尤为突出，一面高呼
要勇于冲破利益藩篱，一面却死抱
着暄床暖被不挪窝、不撒手。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
利益调整必然愈发深刻。面对改革
重任，要的是上下一条心、全国一盘
棋的大胸襟、大担当。在中央的决策
部署、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国家的长
远发展面前，瞻前顾后、抱残守缺只
能贻误改革时机，表里不一、阳奉阴
违更会阻碍发展大计。

要摒弃改革队伍中叶公好龙的
心态和做派，首先就要做到对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逐级压
实任务。各地各部门要根据中央部
署列出施工图、时间表和责任清

单，不念拖字诀，不打马虎眼，严
格落实改革方案。

其次，要严格执行督察制度，
自上而下对改革落实情况进行全面
督察。督察要坚持问题导向、盯住
责任主体，以推动改革部署落实为
目标，要“明察”也要“暗访”，
要查进度更要查态度，要督作风更
要督政风。

再次，要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
改革成果测评。改革最终是为了人
民，要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当作衡量改革成果和干部业绩
的重要指标，倒逼那些“叶公”转
作风，动真格。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面对改革切莫叶公好龙
据 5 月 10 日 《厦门日报》

报道：5 月 9 日，厦门中考招生
体育第二阶段考试开考，游泳池
里“塞满”了躲避长跑的小胖
墩，“1 分钟跳绳”场地则聚集
了“跳不远”的学生。在开考的
学校中，选考立定跳远的人数，
一般只有“一分钟跳绳”人数的
零头。原因很简单：跳绳比较容
易得满分。有体育老师说，中招
开考体育是好事，但渐渐陷入应
试教育，要考什么就练什么，

“有时候也挺矛盾”。

郑晓华 文 罗 琪 绘

本期主持 朱晨凯

中招考体育，强身是本意。一心求分数，反倒成一弊。

综合评成绩，切莫太功利。标准应科学，还需从长议。

【紧接第1版①】 努力打造国家现
代职业教育开放示范区，积极探索
产教融合体制机制的创新突破，深
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取得了积极
成效。目前，我市已成立了电子商
务、城市园林、旅游会展、创意设
计等 10 余个产学研联盟。今年 3

月 ， 首 批 14 个 服 务 “ 中 国 制 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的校企联
盟成立。

视察团对我市结合产业发展实
际，加快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工
作，形成多方共赢局面给予充分肯
定。希望今后宁波市不断总结经

验，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探索，善
于创新，努力突破“瓶颈”，继续
为我国“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提供宁波实
践、宁波样板。

副市长许亚南、市政协副主席
郁伟年陪同调研。

【上接第1版②】
在这届文博会上，海伦钢琴带来

了世界上领先的智能钢琴，贝发集团
带来了G20峰会元首用笔，来自鄞州
的金银彩绣流光溢彩，吸引了众多观

众。宁波甬派传媒首次亮相展会，运
用VR技术全新诠释宁波文化。葛慧
君、万亚伟到甬派传媒展区考察，对
展区设计布置、展示的最新产品表示
肯定。葛慧君对前不久甬派传媒成功

挂牌新三板表示祝贺。她说，希望甬
派传媒紧紧抓住“移动优先”战略机
遇，加快资本运作的步伐，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转型发展，做大做强国有文
化企业，力争早日实现转板。

【紧接第 1版③】 农业面源治理、
排放口整治、生态配水与修复等六
大治理工程为基本招法，安排治水
项目 1568 个，确保年底剿劣目标
顺利完成。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按照
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
次”的理念和目标，对“四张清单
一张网”改革的再深化再推进。今
年 2月以来，我市积极推进“最多
跑一次”改革，目前市本级公布行

政 审 批 类 “ 最 多 跑 一 次 ” 事 项
1198 项，占相关部门在用行政审
批类事项的 81.6%，办事群众和企
业对“最多跑一次”改革预期良
好，90%的群众和企业表示“满
意”和“比较满意”。

厉志海充分肯定了宁波市及慈
溪市剿灭劣Ⅴ类水和“最多跑一
次”改革工作，他说，治水必须立
足长远，要确保剿劣目标不动摇，
抓住重点，精准发力，扎实推进各

项治水工程，确保建立长效治水机
制，真正达到治标又治本的效果。

“最多跑一次”改革，要重点深化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着
力提高集成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力
争在难点重点问题上有新的突破，
继续加大改革督察力度，确保各项
改革措施落实落地，进一步提高群
众和企业的获得感。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司委主
任委员楼志浪等参加了督察。

【上接第1版④】
据悉，截至目前，组委会共汇

总安排了 28 项重要活动，其中，
中东欧博览会活动分为会议论坛、

投资洽谈、贸易展览、人文交流四
大板块共 16 项活动。贸易展览包
括消博会和中东欧商品展，组展工
作 已 基 本 完 成 ， 其 中 消 博 会 共

3000个展位，中东欧商品展共 500
个展位。

副 市 长 李 关 定 出 席 汇 报
会。

【上接第1版⑤】

网格化管理，倒逼“沉
到一线”

对于鞍山村的网格员老郑来
说，拿着智能手机走访辖区网格，
及时发现问题，线上进行记录反
馈，是每天的“必修课”。在走访
的过程中，他发现过安全隐患，解
决过邻里纠纷，处理过火灾事件，
成了村民眼中靠得住的“老大哥”。

2015 年起，我市在过去村社
管理的基础上，按照全域、全员、
全程的理念加强网格整合，将“党
建、综治、城管、安全生产、食品
安全”等 10 多个部门网格纳入统
一网格体系，实现空间全覆盖、地
域无缝隙。

“人在网上走，事在网格办”。通
过“网格发现问题－上报指挥平
台－事件流转处理－网格验收成
效”的流程，我市初步形成“发现、
上报、分流、处置、评价和考核”
各环节的闭环系统，力争做到“底
数清、动态明、反应快、服务好”。

“过去，我们基本上是等着人
家来反映问题。现在，有了划分更
为科学的网格体系，每个网格员活
跃在各个对口的‘责任田’里，居
民有什么问题，可以第一时间反
映，我们也可以通过网格第一时间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镇海庄市

街道综治办负责人说。
在宁波，庄市街道是网格化管

理的一面旗帜。作为试点地区之
一，庄市街道 14 个村 （社区） 被
划分为 189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
网格长，就民政救助、食品药品、
市容市貌等 28 项内容进行走访巡
查。每个季度，街道将根据问题发
现率、走访户数等指标，对网格
员、网格长进行考核激励，倒逼服
务真正“沉到一线”。

如今，这样的网格化、精准发
力的社会治理模式，已在全市上下
广泛铺开。截至目前，全市共划分了
12216 个网格，有网格长 1.2 万余
人、网格员 4万余人，无论是在平安
宁波建设、文明城市创建，还是在
G20杭州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保
障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成为政府管理模式的有效补充。

信息化支撑，打造“智
能时代”

鼠标一点，系统自动生成上个
季度的热词排行，发布各个区县

（市） 的问题发现、处置等排名情
况，同时，就相关社会治理的重点
问题形成各式各样的图表，为下一
阶段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效依据。

在宁波市社会治理工作中心，
这些已经成为看得见的事实。过
去，社会治理的多样化、精细化发

展一直是传统社会治理的重要难
题。而今，依托技术革命和信息化
支撑，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了“华丽
转身”。

2016 年，宁波建立了全市统
一的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
统，大力整合涉及基层社会治理的
20 多个部门的信息系统和形式多
样的采集终端，建立全市统一的基
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

通过系统，我们可以实时了解
网格长、网格员的走访轨迹、走访
进度和走访内容，做到工作轨迹直
观可见、工作绩效随时可查、社情民
意即时反映；对于网格长发现上报
的问题，系统内全程留痕、实时反
馈、绩效联考，督促有关部门及时
处理事件，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

截至目前，该系统已经接收到
来自各部门推送的 2000 多万条基
础 数 据 ， 以 及 基 层 反 馈 完 善 的
2700 多万条工作数据。有了信息
平台作为支撑，在日常管理的过程
中，基层政府可以及时通过数据挖
掘提前进行科学研判，在下一步工
作安排的过程中，予以重点倾斜和
关注。

“可以说，这也是将线下的
‘枫桥经验’搬到了‘网上’，实现
‘线上线下’的多元互动。技术给
力，让群众办事更加方便，让政府
决策更加科学。”市委政法委相关
负责人说。

全国政协视察团在甬调研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