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10 文化/时评 2018年11月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 路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鹿 山

镇海区实施“能人回归”计
划，大力“请贤引才”，使一大批
能人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
量，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全区村级集体经济可用收入平均高
达 334 万元 （11 月 5 日 《宁波日
报》）。

一位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需要
乡贤文化的复兴。我国古代有“文
官告老还乡、武官解甲归田”的传
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乡贤文化。
如今，可称乡贤的群体较古代要广
泛得多，除了退休官员，还有知识
分子、专家、企业家、农民工、海
外侨胞等，他们是重要的社会资源
和人才资源。

近年来，我市各地深入挖掘乡
贤资源，整合乡贤优势，凝聚乡贤
力量，取得明显成效。一大批昔日
从村里走出去的成功人士唱响“凤
还巢”，回归故土，反哺桑梓，成
为稳定农村基层、重构乡村文化、
强化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故乡对乡贤具有魂牵梦绕的吸
引力。“美不美，家乡水；亲不
亲，故乡人。”家乡是游子的根，
乡贤文化是乡贤连接故土、维系乡
情的精神纽带。正是挥之不去的

“乡愁”，成为许多乡贤投身家乡建
设的最初决心和不竭动力。20 世
纪 80 年代，奉化下跸驻村村办企
业红红火火，修村道、建新房、通
自来水……成为当时奉化乃至宁波
的一面旗帜。然而，1997 年因村
办企业转制产生矛盾，村庄步入

“消失的 20 年”，村民普遍感觉
“没盼头”。眼看当年的“优秀孩
子”如此落魄，2016 年，受溪口
镇党委感召，潘为民不顾亲友劝
阻，放下红红火火的五金压铸厂，
在花甲之年挑起村支书重担，承诺
六年交出一个崭新的下跸驻村。他
上任一年多，办成环境整治、自来
水改造、集体厂房改建、环村道路
修建、种植经济作物、挖掘旅游资
源等民生实事，使村民燃起“二次
创业”的希望。

乡贤对村民具有强大的感染
力。乡贤，多是人们仰慕的乡土精
英，他们通过自己的学识专长、创
业经验参与新农村建设，极易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余姚梁弄镇汪巷村
村民汪国武，多年在外打工，1992
年回村逐梦“水果人生”，经多年
潜心钻研，精通 60 多种水果种植
技术，成为先富榜样。通过他的
带动，周边村民从心动到行动，纷
纷开始种植水果。汪国武因势利

导，向村民无偿提供优质水果种
苗、传授种植技术，并成立合作
社，拓展市场，开展休闲游。随着
产业链越拉越长，附加值越来越
高，其万亩果园成为乡亲的“摇钱
树”，梁弄镇成为浙东“花果山”，
年接待游客148万人次。

乡贤能够赢得村民的信任。很
多乡贤善经营、懂管理，眼界开
阔、事业有成，易获家乡父老信
任。鄞州区邱隘镇回龙村，一度马
路摊贩扎堆，占道经营房屋有 45
间，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2010
年，企业家董海浩走马上任，先后
担任村主任、村党支部书记。他抓
住镇政府要求集中整治该路段的契
机，实施“堵疏结合，发掘马路市
场蕴藏的商机”的新思路。虽然整
治会损失眼前利益，但村民早已领
略这个成功企业家的眼光，相信他
能“点石成金”。得到村民首肯
后，他大刀阔斧拆除占道经营房
屋，利用闲置地块建起小型地产蔬
菜批发市场，为村集体带来年收入
920万元，是整治前的5倍。

乡贤能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
力。乡贤，人格魅力令人折服，通
过他们的嘉言懿行可以才引才。奉
化大堰镇后畈村本来位于镇建成
区，但村庄破旧凌乱，比地理位置

偏远的村还要“讲不起”。去年换
届后，村支书董善汉深信“捏成拳
头好办事”，通过整治村庄、保护
生态、发展产业的蓝图宏愿，吸引
本村在上海管理企业的董国存、在
外地办红木厂的董孟国、当地有名
的工匠董立平等成功参选村干部，
组成强有力的村班子。由于董善汉
善于点燃一班人的热情，发挥大家
的 特 长 ， 使 后 畈 村 有 了 “ 精 气
神”，沿街房屋改造、特色弄堂建
设、改造提升公厕等项目进展顺
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后畈村成
为全域旅游的“网红村”，吸引众
多游人纷至沓来。

但治村毕竟不同于治厂，为缩
短和完成从“企业家”到“村干部”
的角色转换过程，政府部门需要通
过政策制定、教育培训、成果推广等
措施，引导乡贤、用好乡贤。在发挥
乡贤优势的同时，推行目标管理考
核，明确小微权力清单，构建治村用
权的“防火墙”，通过建章立制防范

“人治”风险，推动乡贤科学履职，让
村庄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让更多乡贤还乡，促进乡村振兴

刘雅鸣 宋晓东

日前，在庆祝第 19个中国记者
节、河南省“好记者讲好故事”现场，
13 位新闻工作者分享完自己采访
中的故事和感悟后，在场的一位省
委领导情不自禁地走到台上，讲述
了自己的两则小故事——

走访基层，聆听一家三代石油
工人几十年如一日在我国海拔最高
的油田坚守如初、奋斗不止的故事；
自己返家探望八旬父母，一进门得
知玉树地震，刚出锅的包子，吃一
个、揣两个，赶往机场、奔赴灾区。

生动的细节、质朴的语言、真挚
的情感，打动了听众，引发了共鸣。

故事比逻辑更有说服力。讲好
故事，不仅是新闻媒体的任务，也是
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本领。
平实的语言里往往蕴含最深刻的道
理，生动的讲述最能引发情感共鸣，
好的故事最能荡涤心灵、最能催人奋
进，而这正是群众最想听到的。

近些年来，不少领导干部已经
认识到了好故事的魅力，越来越多
的党员干部开始用生动的讲述传递
声音、思想和情感。但也有个别干
部，习惯讲话发言堆砌空洞说教，开

口就是大道理，有激情没真情、喊口
号不走心。空话讲多了就会蚕食真
情实感。台上夸夸其谈、张口便是

“八股文”，台下难免避实就虚、缺乏
担当。不会讲故事，说穿了是因为不
会听故事甚至听不到故事。个别领
导干部精于纸上调研、文件考察，离
群众却越来越远，入耳入眼的是苍
白口号和冰冷数字，心里自然就存
不下什么故事，久而久之，对火热生
活的感受力也就日渐淡漠，说出的
话连自己都打动不了，又如何去感
染别人？

讲好故事表面上是表达能力的

体现，是话语体系的转换，但本质上
是领导干部思想和作风的转变。要
讲好故事，就要求领导干部真正放
下身段、“不端不装”，用一颗真心对
待工作，用一份真情面对群众。深入
基层才能听到好故事，和群众交心
才能讲出好故事，会讲故事才能将

“高大上”的理念转化为老百姓听得
懂、听得进的家常话，让党的方针飞
到田间地头、灶台炕头，印在群众心
里，转化为凝聚力、向心力。

一段好故事，能引起共鸣和回
味；一段好故事，能激荡起初心与干
劲。在新时代的中国，到处有生动感
人的好故事，领导干部也应该有一
双发现好故事的眼睛，有一份讲好
故事的真情，以事说理、以情感人，
用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凝聚起团
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领导干部也要学会讲好故事

赵继承 林彬

对“看得见管不了”难题动
真格！据《宁波日报》报道，从
11 月 1 日起，海曙区下辖的 9 个
街道75个社区共274个小区，全
部启动综合执法进小区活动。每
个社区有 2 名执法队员和 2 名网
格队员，每周进小区巡查两次以
上，参加社区定期例会，通报相
关工作，及时受理小区 （居民）
反映、投诉的各类问题。

“看得见管不了”的问题涉
及方方面面。在公共秩序上，有
养犬扰邻伤人，乱堆放、乱吊挂
危险物，高空抛物，娱乐场所噪
声污染，餐馆和小摊贩占道经营
等问题；在公共环境上，有公共
场所吸烟，随地吐痰，户外广告
乱张贴，景观河道内洗涤、游
泳、捕鱼，建筑垃圾乱堆乱放，
任意焚烧秸秆等问题；在公共安
全上，有堵塞消防通道、抢夺公
交车驾驶员方向盘等问题。

这些现象，有的是不文明、
不道德行为，有的触犯法律法
规，往往需要多个部门协同执法
才能处理。而对这些行为，基层
管理者因缺少执法权、处罚权，
只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遇到通情达理的还好，遇到不懂
是非的，往往挨骂挨打甚至造成
人身伤害，这已经成为基层管理
者最大的“挠头事”。正如报道
中高塘小区物业公司主任叶月娣
所说：“以前居民装潢垃圾乱堆
放，我们劝说无用，城管进驻

后，这一现象迅速改观。”
这些年，我市通过基层执法改

革，乡镇、街道有了一定的执法
权、处罚权，普遍建立了综合执法
队伍，但人员编制与管理范围还有
不相适应的地方，一定程度上存在

“管得着看不见”的问题，在执法
和处罚上往往“滞后”。而村、社
区管理者对发生在眼前的违法违规
行为虽然能看到，但因缺少执法
权、处罚权而无法当即有效制止，
只能任其“胡作非为”，等通知执
法部门上门处置，不良后果已经造
成。

综合执法进小区活动，对基层
社会治理解决“看得见管不了”现
象，是有益探索。通过定期巡查，
能够及时纠治违法违规和不文明行
为，解决了村、社区管理者“只能
劝导，无权执法”的尴尬，也能通
过严惩“胡作非为”者，帮助大家
提升法治意识和敬畏意识，让这些

“看得见管不了”问题走出“劝
导、回潮、再劝导”的怪圈。但这
种“定期执法”活动，因缺乏全时
性，会出现现场执法人员“管不
着”的问题，或上报街道联系相关
部门处置“滞后”问题，这需要在
活动中研究解决。

破解基层治理工作“看得见管
不了”的难题，要多些智慧治理、
创新治理、高效治理的理念和工作
方式，优化乡镇、街道、社区社会
治理的方法手段，把事关治安、食
药、安监、消防等信息融入“一张
网”，努力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快速响应，联动处置。

“看得见管不了”的难题咋破

最高人民法院
11月 7日发布关于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司法服务和
保障的意见，意见
提出推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不断向纵
深发展，增强农村
群众的安全感和幸
福感。

徐骏 作

重拳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何
华军 实习生余佳雯）“余姚巍星
路窖藏是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并实施
考古发掘的窖藏，填补了宁波地域
历史时期考古的空白。”昨日，由
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余姚
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宁波·余
姚巍星路窖藏考古成果新闻通报
会”在余姚博物馆举行，宁波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罗鹏通报了
此次考古基本情况。

今年7月20日，余姚市中心城
区巍星路污水管道施工过程中挖掘
出大量铜钱和瓷器，引起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昨日，通报会正式公布
此次考古发掘收集完整可修复文物
31 件，包含青铜器、瓷器、漆器、铁
器、锡器、石制品、木器、古钱币等八
大种类。在31件文物中，有青铜器8
件，包括青铜雷纹饕餮纹贯耳壶、青
铜带龙雕塑盖侧耳三足鬲式熏炉
等，古朴典雅，纹饰细腻，胎体轻薄，

工艺高超。16 件瓷器中窑口较多，
包括龙泉青瓷、黑釉盏、建窑等。其
中高丽青瓷净瓶除环形系残外，近
乎完整，非常精美，档次较高，可能
是高丽官窑器，国内外罕见。古钱币
14440枚，包括“半两”“五铢”“开元
通宝”等，数量最大宗的是宋朝铜
钱。

罗鹏说，本次发现的窖藏坑位
于河边，形状不规整，面积较小，
埋藏较浅，坑内器物堆积密集，叠
压盛放，初步推测该窖藏坑系主人
被动性埋藏，是面对突发状况的一
次紧急处理。此外，出土文物年代
经专家论证大体在南宋元初，其相
对埋藏年代是宋末元初。

罗鹏介绍，出土遗物均无铭款
指明其主人身份。据出土遗物分
析，结合地方志、相关文献，推测
此窖藏坑物主大致有三种可能：一
是属于学宫、家庙、寺庙，二是属
于富贵大家，三是外贸商人。

余姚市文保所所长、余姚博物
馆馆长李安军在发布会上说：“余
姚考古首次发现大型青铜器十分罕
见，下一步需要和国内具备青铜器

修复技术的单位联系合作，对破损
文物进行修复。这些文物计划于明
年初在余姚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展
出。”

宁波地区首次发现窖藏并实施考古发掘

余姚巍星路出土一批精美文物
明年初将在余姚博物馆展出

余姚巍星路南宋窖藏出土的文物。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林
健） 宁波市体育产业联合会第二次
会员代表大会前日下午举行，全市
120 多位体育产业代表与会。会
上，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徐
立勋当选为新一届会长。

据了解，目前全市规模以上体
育企业 2000 多家，体育产业总产
值占GDP1.1%以上，年增速15%以
上；近两年成功举办了中国 （宁
波） 体育产业博览会、第七届浙江
省运动休闲旅游节和全国户外运动

产业发展大会。围绕城市国际化和
“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宁
波每年举办大赛 40 多项。国家百
万公里健身步道启动仪式今年 4月
在宁波举行，宁波首次向社会公布
12 条登山健身步道。2018 年体彩

销售提前 75 天完成 22.4 亿元的奋
斗目标。

宁波市体育局负责人在会上表
示，宁波市体育产业规模 2020 年
将在 500 亿元以上，到 2025 年在
800亿元以上。

两年后宁波体育产业规模或上500亿元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胡敏） 昨天，宁波诺丁汉大学校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的传记

《博学笃行 福家报国：杨福家传》
发布会在宁诺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杨福家传》 由复旦大学出版

社出版，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
教授霍四通。书中以恢宏的时代变
革为背景，描述了杨校长从童年时
期、中学时代到考入复旦大学并留
校工作及远赴丹麦留学，改革开放
后教学和科研双丰收，并担任上海

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校长、
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及创办宁波诺
丁汉大学的主要经历，最后综述了
他的主要教育成就和教育思想。

正如书中所说，“宁波诺丁汉
大学的创办，实现了杨福家的一个

梦想。”杨福家校长向宁诺教育发
展基金会慷慨捐资 80 万元设立

“梦想奖学金”，旨在奖励在第二
课堂表现突出、为梦想而努力奋
斗的优秀学生。他希望每位学子能
实现他们的梦想，这样才能共同构
筑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

在新书发布会上，杨校长为今
年获得“梦想奖学金”的24位学生、4
个团队和5个社团颁奖并赠送新书。

《杨福家传》新书昨在宁波首发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张璐易） 前日，保国寺北宋大殿
的三维模型亮相乌镇第五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

在互联网大会上，保国寺北
宋大殿三维模型放置于“互联
网+中华文明”展主体展示装置
中。该装置在保国寺大殿构建高

精度三维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分层
渲染的方法，将构建三维模型的每
个截面线条提取出来，映射到每块
亚克力板上，并配上变幻的灯光特
效，虚实融合再现了千年古建构建
的全貌。据了解，这次展示体现了
保国寺“文物数字化”项目的阶段
性成果。

“千年保国寺大殿”
亮相乌镇互联网大会

本报讯 （记者周燕波） 日
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
了 2018 年度“原动力”中国原
创动漫出版扶持计划入选证书，
宁海熊小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
作的系列动画片《小小画家熊小
米》和宁波市暴风动漫有限公司

（慈溪） 创作的 《丹尼小课堂》
系列动画片入选。这两部动画作
品有望获得“原动力”中国原创
动漫出版扶持计划专项资金扶
持。

我市入选的 《小小画家熊小
米》和《丹尼小课堂》系列动画片
是网络动画类项目。其中《小小画
家熊小米》 于今年 3月在央视少儿
频道播出，曾获 2018 首届金岩羊
奖年度最佳动漫与幼教结合奖、第
十届厦门国际动漫节“金海豚奖”
动画作品大赛“最佳系列动画片”
银奖等荣誉。《丹尼小课堂》 是亲
子早教系列动画片，有 50 多集，
分“吃饭篇”“画画篇”“乐器篇”

“舞蹈篇”等篇章。

宁波两动画片入选
国家原创动漫出版扶持计划

本报讯（林海 胡龙召 周
力）近日，2018BATTLE KING
王者之战国际街舞大赛在奉化体
育馆落幕，为了让更多市民欣赏
到精彩的街舞比赛，特意将部分
的赛事海选安排在体育馆周边的

篮球场进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 600余位舞者

为观众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街舞
盛宴。本次比赛设少儿 bboy 一对
一、成人 bboy 一对一、团队 bboy 四
对四等项目。

国际街舞大赛在奉化落幕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实习
生陈阳） 近日，2018 海曙“贞丰
之美·食在云海”美食节开幕，“苗
家红焖狗肉”“贞丰粽粑”“黄焖羊
肉”等特色贞丰美食展示了贞丰
风土人情。

自今年年初海曙区与贵州贞

丰县签订对口帮扶协议起，两地已
签订 15 个对口帮扶项目，将带动
2800余户1.1万人增收脱贫。

目前，海曙区旅游局正以产业
链打造扶贫链，计划 3 年内投资
2500 万元，建设“宁波到黔西南旅
游最佳目的地”，提升帮扶效益。

贞丰美食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