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北区慈孝文化源于其下辖
的慈城镇。

据记载，董黯为董仲舒后
代，幼年丧父。董母有疾思饮故
里之水，但因近处水苦涩，不适
饮用，董黯便每日步行十数里担
溪水奉母。然水源离家甚远，不
能常致，于是董黯在溪旁筑室

“以便日汲，厥疾用瘳”。唐代，
句章 （慈城旧称） 故地设县，房
琯为首任县令。房琯登城北浮碧
山，眺望巍峨耸立的董孝子祠，
为董黯“汲水奉母”故事所感
动 ， 改 句 章 为 “ 慈 溪 ”， 后 称

“慈城”。
“邑有董孝子遗风，人知孝

爱，乐循理事旧矣。”据记载，

慈城被历代皇帝旌表的孝子 （女）
就有 30 多个。此外古时，江北一
带有“嫁水井”“判杨梅山”等民
间风俗。所谓“嫁水井”，即女方
出钱替男家打水井，意寓所嫁之女

“像董孝子一样孝顺”。而“判杨梅
山”则是农民为解决“青黄不接”
时节之困，常把尚未成熟的杨梅

“预售”给有钱人，富人知其因后
皆慷慨解囊，渐成风俗。

江北慈孝之风、慈善之风代代
相传，背井离乡的经商者也会捐钱
为家乡修桥、铺路、造凉亭，兴办收
留老人、孤儿、灾民的“善堂”以及赡
济族人的“义庄”等。至明清时期，江
北商贾贤士众多，北京同仁堂、上海
冯存仁堂、天津达仁堂皆为江北人

创办或经营，杭州胡庆余堂的首位
经理亦是江北人，上海金融巨子、
银行业的领袖秦润卿、“宁波帮”
的中坚人物周仰山、台湾知名实业
家应昌期皆出自江北。

漫步在古县城内的青石板路，
擦肩而过的是如三忠墓、节孝祠等
留存至今的慈孝古迹以及街头巷尾
口口相传的慈孝故事。

从历史中走来的慈孝江北，一
直传承发扬着慈孝文化。“当代愚
公”袁松才感动中国、古稀党员徐
金良勇救落水儿童、摆渡人庄建明
23 年坚守岗位、孝子俞联华坚守
慈善公益、吴氏姊妹花拾金不昧
⋯⋯一个个现代慈孝典范成为人人
秉持、追崇与学习的“新风尚”。

■慈孝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

“千年邑为仁人号，一脉溪流孝子心。”自古以来，慈孝文化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全国首个慈孝文化之乡及首个“慈孝文化研究基地”，江北区以慈孝为媒，从2009年开始成功举办了
11届中华慈孝节，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作为宁波中心城区，江北拥有7000年的文明史、2500年的建城史、1200年的建县史、170多年的通商
史，不仅留下了厚重的历史痕迹，更留下了珍贵的文化瑰宝。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孕育发展了源远流
长的慈孝文化。古有众多慈孝楷模，如汉代孝子董黯（董仲舒六世孙）汲水去母疾、明代慈姨三娘教子，还
有慈湖、慈江、孝子井、董孝子庙等大量历史遗存。

从历史中走来的慈孝江北，始终传承发扬着悠久的慈孝文化，并带着千年的文脉走向宽广的世界。11月
28日，第十二届中华慈孝节将如期而至，两江北岸将深情绽放慈孝之花。

慈孝文化作为中华美德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新时期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向上
向善具有重要意义。江北于 2008
年荣获了全国首个“中国慈孝文
化之乡”，成为现代慈孝文化的原
创地和始发港。

古老的慈孝在新的时期需要
新的表达方式和传播载体，引导
更多的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践行。
江北区立足丰富的慈孝资源，挖
掘传承并创新慈孝文化传播载体
和形式，以举办中华慈孝节为抓
手，动员各方力量参与举办重大

活动，立体化讲述慈孝好故事，全方
位传播慈孝好声音，让慈孝文化接
地气、聚人气，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孝
养、敬亲、慈爱的良好风尚。

11 年中华慈孝节款款走过，给
江北带来了丰富的“财富”。11 年
来，江北以举办中华慈孝节为抓手，
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传承发扬
无形的慈孝文化，挖掘有形有质的
慈孝元素，逐渐构筑起具有江北特
色的慈孝文化高地。以中华慈孝节
为媒，江北积极推动慈孝文化走进
机关、学校、乡村以及普通老百姓的
家中，让慈孝之风润物细无声地滋

润这片大地，成为他们的温暖力量
和精神家园。慈风扬、政风清、民风
朴，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全区经济
社会取得了快速发展。

11年中华慈孝节不仅留下了无
形的精神财富，更打造了众多有形有
质的慈孝元素。其中，先后创作了慈
孝歌曲《慈母爱孝子情》、长篇小说和
广播剧《和你一起走》、电视连续剧

《孝心孝道》等一系列作品，设计了中
华慈孝节 logo 标识系统，打造了“慈
孝文化园”“慈孝广场”“慈孝馆”“慈
孝大道”“慈孝林”等一批城市人文景
观，中华慈孝节名片愈擦愈亮。

■中华慈孝节名片愈擦愈亮

慈孝之花绽放两江北岸慈孝之花绽放两江北岸
——写在第十二届中华慈孝节开幕前

慈孝文化是江北文化中一颗
闪亮的明珠，但并不仅仅于此。

千年古县城、千年保国寺、百
年老外滩⋯⋯以文传脉，串珠成
链，江北始终坚持“文化强区”战
略，立足辖区文化资源优势，始终
把“文化江北”作为展示江北特
色、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发挥好江北文化的软实力，全力
提升文化影响能级。

在文化强区建设中，江北大力
推动宁波音乐港、宁波文创港、外
滩时尚港三大平台建设。宁波音乐
港成功举办第三届浙江省合唱节、

海上丝绸之路国际音乐节、中国合唱
协会年会暨首届中国合唱指挥大会
等多项重磅合唱赛事，积极申报“国
家音乐产业基地”，中国音乐剧协会、
中国美院、中央芭蕾舞团等国字号团
队入驻。宁波文创港通过提升功能品
质、集聚高端人才、导入新兴产业，致
力于打造宁波城市建设的新地标、创
新研发的新平台、都市经济的新引
擎、百姓生活的新社区。老外滩作为
全国第二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单
位，先后引入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代
表处、国际人才社区等。

接下来，江北将在办好第十二

届中华慈孝节的基础上，坚持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突出“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兴
业”，不断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同
时深入挖掘慈孝文化、药商文化、运
河文化、海派文化等特色文化内涵，
重点谋划一批项目载体，着力打通
文化资源向文化生产力和影响力转
化的通道，以慈城古县城、文创港、
音乐港、老外滩等平台为依托，重点
谋划一批文化项目，策划一批文化
活动，打造一批文化品牌，做大做强
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提升江北的
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

■文化强区以慈孝为媒提档升级

首届中华慈孝节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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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寻找新时代感动中华十大慈孝故事（人物）发布仪式

慈城古县城慈城古县城

罗浩声

如何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敢担
当、有作为，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
设非常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近来，
不少地方集中开展“担当作为好干
部”推选表彰，并组织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比武亮剑”“擂台赛
马”等活动，引发关注和热议。类
似的举措，目标都是指向“担当”
二字。

“干部敢担当，发展有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
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综合国力不断跃升，老百姓
的日子也一天天红火起来。“中国
之治”成功的背后，凝结着的正是
广大党员干部“不屈不挠、敢打敢
拼”“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
精神。这种精神，是整个国家的宝
贵财富，也是未来战胜一切困难和

风险挑战的力量之源。
然而，“十指连心，有短有长”。

一段时间以来，在少数党员干部中
出现了一种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
不良风气。有的工作拈轻怕重，“明
明能挑一百斤担子，只肯挑半箩
筐”；有的遇到急难险重任务，能推
则推，能躲则躲，能避则避；有的动
辄“上交矛盾、下卸责任”，甘当“甩
手掌柜”……群众形容这样的同志
是“没骨头”（自身不硬难承压）“没
肩膀”（肩膀滑溜难负重）。这样的
干部多了，对事业发展自然是有百
害而无一利的。

担当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干
部的胸襟和格局。通过公开的评
比、推选、“赛马”，让更多的好干
部被挖掘、被奖励、被提拔使用，
这是一种很好的导向，有助于广大
党员干部见贤思齐，坚定担当的信
心和决心。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
惕某些“跑偏了”的担当：比如，
有的把“快表态”当成担当，有的
把“唱高调”当成担当，有的把

“纸上发力”当成担当，有的把脱
离实际的蛮干当成担当，如此等
等。这样的担当，本质是“伪担
当”“假担当”“乱担当”，是要不

得的。对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去
伪、打假、治乱”。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考
察“敢担当”，也需要多些新理
念、新视角。比如，攻坚克难做大
一个地方的经济总量是一种担当，
按生态文明要求果断淘汰落后产能
也是一种担当；对腐败分子的严厉
打击是一种担当，对好干部的保
护、重用同样是一种担当；加快重
大项目进度是一种担当，把老百姓
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也是一种
担当；以“砸锅卖铁”的决心引进
人才是一种担当，把现有的人才用
活、用好也是一种担当；领导干部
以身作则扫除发展“拦路虎”是一
种担当，为下属创造干事创业的良
好环境也是一种担当。

以此类推，我们还能找出更多
担当作为的“线索”——对于“当
家理财”的部门而言，主动“开源
节流”是一种担当，把有限的财力
有效地用在民生实事上也是一种担
当；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把一个
地方的成绩、经验、亮点宣传出去
是一种担当，聚焦民生、针砭时
弊、激浊扬清，推动现实问题的解
决也是一种担当；对于医护工作者

而言，危急之时挺身而出、治病救
人是一种担当，采取有力措施把防
疫“关口”前移也是一种担当；对
于肩负“幕僚”职责的同志而言，
结合实际把领导的意见、要求贯彻
好是一种担当，敢于及时提出自己
的合理见解也是一种担当；对“平
安正义”的守护者而言，把更多的

“坏蛋”绳之以法是一种担当，从
源头治理入手消除邪恶滋生土壤、
净化社会环境也是一种担当。

“正确的担当比担当本身更重
要”。让更多的好干部敢担当、有
作为，靠教育、靠引导、靠激励，
更要靠良好的政治生态来保障。对
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清
正严明，形成正气弘扬的大气候，
让那些看起来无影无踪的潜规则在
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
道、失去市场”，“坚持正确用人导
向，真正让那些忠诚、干净、担当
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让那些阳
奉阴违、阿谀逢迎、弄虚作假、不
干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没市场，
受惩戒”。我想，做到了这两条，
广大党员干部勇于任事的正气一定
会更加充盈，担当作为的能量一定
能得到更好地释放。

对“敢担当”的一点新思考

朱泽军

日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对国内消费者起诉商家的“人脸识
别第一案”，作出杭州野生动物世
界删除消费者郭兵办理年卡时提交
的面部特征信息，赔偿郭兵合同利
益损失及交通费之裁判，11 月 24
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 《新闻
1+1》节目中对该案进行了评述。

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郭
兵，作为消费者在购买杭州野生动
物世界双人年卡后，因不满园方单
方面要求其改用人脸识别，以侵犯

隐私权和服务合同违约为由，向人
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园方告
示等相关内容无效，并以园方违约
且存在欺诈行为等，要求相关赔
偿。法院经审理后，依法作出了上
述判决。

眼下，去银行办理存取款，被
要求拍照“留痕”；去商场店家购
物 ， 支 付 钱 款 时 ， 被 要 求 “ 刷
脸”；上班进单位、下班回家进社
区，有的也须“刷脸”开门；进出
火车站、飞机场和码头等，须“刷
脸”；不少人启动一下自己手机上
的某项程序，也要“刷脸”，等

等。不然，便寸步难行。借用高科
技手段的“人脸识别”，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确实
给当事者和一些部门的“安全”与

“管理”带来相应的保障和便利，
节约了不少成本。

人脸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
不可更改性，一旦泄露，不仅对于
公民个人麻烦多多，而且伴有意料
不到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方面的法
律风险。因此，使用“人脸识别”
须依法依规，不得以牺牲他人合法
权益为代价，更不能不加选择，毫
无节制滥用、乱用。至少，在当下

应当赋予用户基本的选择权和知情
权。

事实上，上述“人脸识别第一
案”中所反映的问题，许多人在现
实中也遇到过。法院对“人脸识别
第一案”的裁判，正是以法律的名
义，本着维护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的宗旨，以鲜明的法律态度，为
公民的正当权益撑腰；同时也是在
向社会、向相关管理者和经营者发
出警示：别人的脸，并不是你随心
所欲想用就能用的。使用“人脸识
别”是有边界的，必须依法依规而
为。

使用“人脸识别”应有边界

李延霞

贷款利率 7.6%，保险费、服
务费、担保费层层加码，企业最终
要承担22%以上的融资成本！八成
保费进入银行腰包，保险费率是正
常的数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督
查室、银保监会点名通报部分银行
保险机构、助贷机构违规抬升小微
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细节发人深
思。

欲收其费，何患无辞！贷款承
诺费、投融资顾问费、法人账户透
支业务承诺费、以贷转存、配套承
兑汇票……有的收费明目张胆，有
的收费暗度陈仓。不管什么形式，
都是变着法子从企业身上猛“揩
油”，不断推高融资成本，成为小
微企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巧立名目乱收费与向实体经济
让利的政策要求背道而驰，必须出
重拳予以整治。除了要加大惩罚力
度外，通过点名通报的方式让违规

机构“露露脸”“出出汗”，可以起
到以儆效尤的效果。

遏制乱收费行为，需要银行改
变经营模式。由于盈利模式单一，
在业绩考核压力下，银行存在简单
依靠收费来增加利润的冲动。但靠
乱收费赚取利润注定不能长久。要
想可持续发展，银行要在增强产品
创新能力上下功夫，提升金融服务
的价值和品质。

根治乱收费现象，要以市场之
手倒逼机构规范经营。在我国当前
金融体系下，企业想要获得发展资
金，多数情况下只能向银行贷款，
即使融资成本高昂，要想获得也不
容易，所以只能忍气吞声。根治乱
收费现象，要靠市场竞争打破垄
断，改变银行惯有的强势行为，刺
激银行创新业务、改善服务。

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才能叶
茂。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本之
木。经受了疫情冲击，不少企业刚
刚恢复元气，更需要金融“扶一
把”。在此情况下，那些乱收费金
融机构当住手，不能只顾打自己的
算盘，把企业当作“唐僧肉”，而
是要算大账，拿出让利实招，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为自身赢得未来。

要“扶一把”不要猛“揩油”

“百发百中” 王少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