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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昉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
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阅读
之后，我有了八个字的感悟：高扬理
想、立足现实。

《条例》“高扬理想”，在第一章
“总则”开宗明义提出：“党组织应当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引导党员坚定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在“党员教育基本任
务”中，又提出“铭记党的奋斗历史，
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的要求。这里
使用了“共产党人”的表述，我以为

“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员”是有区别
的，在组织上入党即可称为共产党
员，但只有在思想境界上真正确立了
共产主义理想，才称得上共产党人。

《条例》“立足现实”，提出“把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全党作为党员教育管理的首
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把自己摆
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
践者，实现党在现阶段的执政使命。

“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
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
指明的历史时代。”高扬理想正是基
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科学判断。今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共和国是
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从马克
思回答女儿劳拉的提问：“您所喜欢
的颜色：红色”，到新中国的“五星红
旗”，从“浙江红船”到“浙东红村”，红
色正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本色。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在给横坎头村的回信中
指出的：要让红色永不褪色、永不淡
化，就要“传承好红色基因”。

记得当年开展“三讲教育”时，我
在“三讲办”，当时出了个案子，有个
党员干部“上午‘三讲’，中午‘三杯’，
晚上‘三陪’”，由此引发了一场教育
功能的讨论，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
是：“教育不是万能的，不教育是万万
不能的。”我想，党员教育关键是要高
扬理想、正本清源，使红色基因成为
党员信仰的种子、精神的谱系。

阅读中国革命史，我关注到党
的几个早期领导人面对生死的表
现。李大钊在待死的日子里，写下

《狱中自述》数千言，娓娓道来，从容
不迫。瞿秋白从容就义，临刑放歌，
在待刑期写下 1.8 万字的《多余的
话》，以曲笔表达了他的价值追求。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顾顺章被
捕后很快把自己变成了国民党特
务。他们之所以有不同选择，就在于
李大钊、瞿秋白确立了坚定的理想，
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而顾顺章被
潮流裹挟，一时得到认同，并无根基
可言，且挟带个人目的。

对一个党员来说，理想缺失是
致命伤。我接触过一些党员干部，从
表面看他们是很优秀的，但最终蜕
化变质了。有人这样形容他们：“水
磨蓝布一般褪色的理想，豆芽菜一
般脆弱的信念，一切被金钱重估的
价值观念”，这些人做官像做生意，
计算投入产出。而贪污受贿，也是一
种变质行为。

理想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一种
坚定的鲜明的存在，融入了共和国的

历史和未来。理想和现实是互相贯通
的，每一次立足现实的努力都连接着
明天的理想。当前看得见的理想是实
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这其实也是
立足现实的奋斗。我们要通过努力奋
斗，把一个个理想变成现实。

我们党是世界第一大党，也是
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党员队伍
的质量，发展是一个关口，发展后的
教育管理更是需要长期的努力。党员
教育管理要常态化，要有力度有温
度，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我
将无我，奉献人民”。权力要敬畏权
利，做到“为民所赋，为民所谋”，党员
要成为时代楷模，像楷树一样正直，
像模树一样保持本色。每一个党员干
部应有这样的信念：在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奋斗中，有我们高扬的
理想贡献力量，有我们立足于现实的
智慧和汗水在挥洒！

党员教育要高扬理想立足现实

陈鸣达

期待已久的城展馆正式开馆
了。据城展馆负责人介绍，试运行阶
段，参观者就有 2万余人次，且普遍
给予好评。开馆以后，人们只需出示
身份证，便可免费进入参观。

5 月 30 日，由宁波市城市科学
研究会等单位牵头组织，在城展馆
内举行了一场“以馆观城，筑梦甬
城”的沙龙，参与者通过参观和交流
对城展馆有了亲身的体验与感受，
普遍认为城展馆的确值得一看。

城展馆的建筑值得一看。这座
由瑞士泊莱兹建筑设计事务所设
计，面积达 2.5 万平方米的建筑，
北靠宁穿路市行政中心，南临后塘
河，矗立于市民广场一侧，与新建
的市图书馆遥遥相对。整座建筑既

庄重又灵动，外形犹如展翅飞翔的
天鹅，又如随风舞动的丝带。青绿
色的釉面陶板建材，寓意着越窑青
瓷的元素。进入馆内，通过透明的
落地玻璃，一眼就能看到室外的河
流、花草、树木，使人仿佛处于景
观之中，整座建筑与周边景观融为
一体。这种引景入馆、引光入室的
设计理念别具匠心。有人说，公共
文化建筑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城展
馆就是一座体现宁波人灵动睿智又
务实开放的建筑。

城展馆的内容更值得一看。布
展内容集中在展馆的三、四层，通
过实物、图片、影视等多种形式，
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宁波城市的过
去、现在和未来。城展馆是一座城
市的缩影，以馆观城，在馆内逗留
一两个小时，宁波城市历史发展轨

迹、城市现实风貌以及城市发展远
景，尽入脑中。更值得一提的是，
参观者可以直接参与体验展馆内的
活动，如能说能写的机器人“王阳
明”，让参观者驻足，久久不愿离
去。触摸显示屏，找找家在哪里，
看看家乡所在的县区 （市） 的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骑上自行车，随着
自行车齿轮的转动，原来面前屏幕
上静止的图像就会动起来，带着你
看风景……

值得一看的城展馆作用不可小
觑。其一，宁波城市发展成果的展
示作用。若想用最短的时间以最形
象直观的方式了解宁波，那么最好
的选择就是到城展馆。其二，宁波
城市形象的宣传作用。城展馆是宁
波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是宣传宁
波的一个重要窗口。其三，宁波城

市建设的励志作用。从蛮荒之地到
文明之城，从乡村渔港到现代都
市，是历代宁波人奋斗而来。展览
内容能够激励参观者向先辈学习，
一代接着一代干。其四，市民与城市
的对话交流作用。城市是全体市民
的城市，城展馆是市民的客厅。来到
城展馆的市民，可以与城展内容“互
动交流”，把自己融入城市之中。

建馆不是目的，关键是把城展
馆的作用发挥好。通过舆论宣传引
导，吸引市民入馆参观，特别是在
校学生，有必要分期分批组织其参
观，以帮助其了解宁波、热爱宁
波，从而达到共建宁波的目的。搞
好维护和内容更新的工作，一些社
会经济发展数据要及时更新，一些
新的建设成就要及时补充，让参观
者常看常新。进一步丰富展品和提
高市民的参与度，如设立市民建言
册、设立市民图像墙，在全市范围
内征集大到百岁老人、小至出生婴
儿的笑脸头像，让市民真正成为城
市和城展馆的主人，让人们感受到
生活在这个城市很幸福。

把城展馆的作用发挥好

朱晨凯

5 月 31 日，郑州首个“遛狗
专区”亮相。“遛狗专区”设置在
某小区里，有 100 多平方米，里
面有磨牙棒、跷跷板、木栅栏、
过街小木桥等设施，投入近 3 万
元。针对宠物狗相互撕咬受伤的
情况，还配有消毒箱等 （6月1日
澎湃新闻）。

这个新闻在笔者所住小区的
业主群里传播后，很多业主表示
肯定，认为如今小区里人狗矛盾突
出，设立这种“遛狗专区”是个好创
意，让宠物狗的活动区域相对集
中，随地大小便、意外伤人现象就
会减少，希望在本地也能推广。

对此，笔者不以为然。“遛狗
专区”的出发点和创意固然值得
肯定，但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小
觑，小区设置“遛狗专区”还需
谨慎一些。一方面，“遛狗专区”
占用的是小区公共区域，对环境
卫生、居民生活多少有影响。比
如“遛狗专区”让宠物狗集中在
一起后，狗叫声会更集中，如果

缺乏管理和沟通，引发的噪声会
给周边居民带来困扰。另一方
面，公共区域属于全体居民所
有，要变更用途，需征得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同意，然后再报有
关部门审批。设置“遛狗专区”
需要更多业主参与，一旦操作不
当，很容易对无宠物业主的权利
造成侵犯。

小区为什么会出现“遛狗专
区”？是因为居民对不文明养狗行
为的反对。事实上，并非所有养
狗者存在不文明养狗行为。在没
有“遛狗专区”时，很多人做到
了文明养狗，对这部分养狗者，
有没有“遛狗专区”都一样。如
今设置了“遛狗专区”，因为非强
制性，这些人可能还会在小区遛
狗。

如果管理到位、责任明晰、
兼顾公平、大多数业主支持，设
置“遛狗专区”无可厚非。但要
想治理城市狗患，还是应该把养
狗的法律法规执行到位，提高养
狗者个人素质，增强其文明养狗
的意识。

小区设置“遛狗专区”需谨慎

如此众筹
罗琪 绘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冯娇娇） 昨天上午 9点半，学校大
课间，鄞州区甲南小学 303班的徐
诗涵如往常一样到厕所巡逻，看看
同学是否文明如厕、及时冲水，厕
纸是否够用。同学们浪费厕纸她会

及时提醒，哪个厕所有什么问题，
她会马上报告，比修理工还高效。
这是该校推出 258个校园志愿岗后
带来的新变化之一。

“所有志愿服务岗位，全校学
生可自愿报名参与，鼓励学生以主
人翁身份参与学校管理。”甲南小
学校长陈兵说。甲南小学是一所
农村学校，共有 890 名学生。学
校创立了校园常规志愿队和主题
活动志愿队。校园常规志愿队主
管仪表、两操、用餐、清卫、书
香 、 楼 层 安 全 文 明 、 文 明 WC、
卫生角、校园广播，主题活动志
愿队为校园主题活动如义卖、儿

童节、科技节、体育节等提供志
愿服务。

中午用餐时间，在向同班同学
提醒两次无效的情况下，一位志愿
岗同学毫不留情地扣了自己班级 2
分。这位同学说，对“拿菜不耐
烦、讲话声音大、挑食、不光盘”
等情形要“零容忍”。

“以前参与管理的主要是老师
眼中的‘好学生’，大多数普通学
生并没有机会。”校德育主任说，
志愿管理岗位让学生人人都有上岗
机会。

在参与校园治理中，孩子们悄
然成长。六年级的郝同学以前比较

自我，易与同学发生摩擦。参与志
愿岗服务后，他得经常与同学交
流，劝导一些不文明行为，还主动
向老师讨教说话艺术，渐渐意识到
要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言语谦
和，才能获得认可，交到朋友。三
年级的龙同学成为志愿岗的一员
后，上课坐得住了，作业也能按时
完成，这一进步让家长、老师感到
欣喜。

学校还号召同学们在节假日
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在父母
的带领下打扫街道、清理垃圾、
为老人服务，服务他人的同时提
升自己。

甲南小学推出258个志愿岗
鼓励全校学生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学校管理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傅海亚） 2019年高考将于6月7
日至 8 日举行。今年我市高考共
有3.8万人报考，其中普通高校招
生报名 2.9 万人，比去年减少 700
余人；高职单独考试报名 8900
人，比去年增加 1100多人；全市
共设 8 个考区、37 个考点、1287
个考场。

市 本 级 考 区 设 宁 波 中 学 等

12 个 考 点 ， 其 中 宁 波 外 事 学
校、鄞州职教中心学校为高职
考点，仅考 7 日一天。市教育考
试院建议考生在高考前一天下
午 （具体时间由各校通知），先
到准考证上的考点熟悉试场和交
通路线。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和家
长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相信虚假
招考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2019年高考周五开考
我市3.8万考生参考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夏怡雯 郑蒙永） 高考临近，
无数个家庭严阵以待，不法分子
也在蠢蠢欲动。每年高考前后，
是各种蹭高考热点的诈骗活动的
高发期。昨天上午，市反诈中心
发布提醒，谨防各类“高考陷
阱”。

市反诈中心工作人员指出，
此类骗局通常有：高考“枪手”，
谎称可以代考；谎称能提前查

分，发送虚假网址，实为钓鱼网
站；网络销售高考答案，实为骗
钱或发送病毒；冒充高校招生人
员，或谎称有“内部指标”“特殊
关系”；混淆高等教育的不同类
型，“野鸡大学”坑人；艺术生只
要交钱保证录取；谎称提前发放
助学金……

市 反 诈 中 心 提 醒 广 大 家
长，擦亮眼睛，不要轻信各类
歪门邪道。

市反诈中心发布提醒

谨防各类“高考陷阱”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热浪袭人。昨天，甬城
高温崭露头角，市区最高气温达
到32℃。

虽然高温上线，但南方新一
轮降雨即将到来。根据中央气象
台 预 报 ， 从 今 天 夜 间 开 始 至 6
日，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
淮、黄淮南部、江南等地将自西

向东出现较强降雨，并伴有短时
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相比上周的舒适宜人，本周
高温高湿，体感闷热。

根据预报，今天晴到多云，
明天多云到阴转阵雨或雷雨；7
日到8日多云为主，9日起云系增
多局部有阵雨。气温明显上升，
最高气温大多在 30℃至 33℃；最
低气温 21℃至 24℃。气象部门提
醒，受低涡东移影响，明天我市
有南大风，沿海海面风力 8 至 9
级，内陆5至7级，请大家注意防
范。

高温崭露头角
阵雨马上回归

本报讯（通讯员王涛 记者徐
欣 江北区委报道组张落雁） 每天
凌晨三四点钟，路林市场的小龙虾
交易区内，一片灯火通明、热闹非
凡的景象，看货、谈价、打包、装
车……以饭店老板、小商小贩为主
的采购军团，平均每天在这里“抢
走”近10万公斤小龙虾。

记者从路林市场了解到，今年
入夏以来，号称“夜宵之王”的小
龙虾销量见涨，批发价格却不断下
跌，每公斤批发均价比去年同期降
低了 2元左右。“以硬 2至 4钱青壳
虾为例，现在的批发价每公斤在 7
元左右，去年同期都要 8 元、9 元
的。”一位做了多年小龙虾生意的
商户对记者表示，今年入夏以来的
小龙虾价格不断走低。

一商户告诉记者，小龙虾批发
的行情波动很大，一天一个价，甚
至有时候是一小时一个价。“像周
末的时候，价格就会上去一点，周
一周二价格最低点的时候，4元一

公斤的批发价都卖过。”该商户说。
批发价走低的同时，宁波的小

龙虾销量也在上涨。作为宁波市场
上最主要的小龙虾批发地，路林市
场的小龙虾交易占据了全市的六成
以上。“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每
天的出货量在 7万公斤左右，今年
基本稳定在 10万公斤上下。”路林
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每年小龙虾的价格都会呈现
‘V’形走势，即从三四月份左右的高
点开始下降，五六月份在谷底企稳，
此后再逐步涨上去。”路林市场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五六月份的价格之
所以最低，主要是因为这个时候小龙
虾大量上市，再加上今年极端天气较
少，市场供应充足平稳。

该负责人还分析，虽然后续小
龙虾的价格会有所上行，但今年总
体的价格走势不会高于去年同期。

“去年有世界杯因素的影响，加工
厂收虾积极性很高，全国市场的消
费都很旺盛。”

路林市场日销近10万公斤小龙虾
近期小龙虾量涨价跌

路林市场的小龙虾交易量占全市六成以上。 （徐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