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长乐东地段 HS03-01-08 地块已列入年度土

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让前对上述

地块内的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

设施进行摸排，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设施。请

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宁波市海

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心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

记的，视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

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联系人：舒先生

联系电话：0574-87458074 13081915410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14 号

宁波市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心

2021年2月24日

宁波市长乐东地段HS03-01-08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海曙区 HS17-04-15 地块已列入年度土地出让计

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让前对上述地块内的

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燃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

摸排，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管线及设施。请相关权属

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宁波市海曙区旧村

改造管理服务中心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

作该区块内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

权属单位自行承担。

联系人：舒先生

联系电话：0574-87458074 13081915410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14 号

宁波市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心

2021年2月24日

海曙区HS17-04-15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审核通过，繁景支行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市江北区范江岸路 162 号
（1-5）（1-6）、164 号 （1-4）、166 号 （1-2）（1-3）（2-1）（2-2），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繁景支行

机构编码：B0152S233020034
许可证流水号：00639123
批准成立日期：2001年3月15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江北区范江岸路162号

（1-5）（1-6）、164号 （1-4）、
166号（1-2）（1-3）（2-1）（2-2）

邮政编码：315020

电 话：0574-8732589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21年2月22日

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繁景支行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网络链
接 ： http://www.xy- biochem.com/nd.jsp?id=35#_np=
105_418；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以电话或邮件方式联系建
设单位或报告编制单位。

建设的单位：浙江鑫甬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陈总
13586795131/2835729177@qq.com
环评单位：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陈工
0574-86255920/1584853371@qq.com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主要是项目评价范围内的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xy- biochem.com/nd.jsp?id=35#_np=

105_418。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填写公

众意见表，向建设单位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和建议。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间：2021 年 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3 月 9 日，

10 个工作日。

浙江鑫甬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4日

浙江鑫甬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 万吨丙烯酰胺和
1.65万吨聚丙烯酰胺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公示

NINGBO DAILY15 时评/广告
2021年2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张 弓

宁波日报社聘请的资深评论作者陈
鸣达先生，最近又出了一部评论集，书名
为《剡溪细语》。剡溪是他故乡的一条大
溪，也是流经宁波市区的奉化江的上游；
细语是他的自谦之词，书中收入的 369
篇文章，不乏针砭时弊、直击要害之作。

春节假日，深居简出，把《剡溪细语》
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发现文集所收作
品，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对不良社会现
象的剖析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新闻作品，以报道的对象分，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事件新闻，一类是现象新
闻。事件新闻报道的是一件事，现象新闻
报道的是一种现象。把新闻作为评论对
象的新闻评论（时评），以评论的对象分，
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新闻事件，另一
类是社会现象。前一类评论的对象是一
件事，后一类评论的对象是一种现象。

把新闻事件作为评论对象的时评，
如果写得简单一点，就是常说的一事一
议。只要把这件事的是非对错说明白了，
就完成了任务。这类评论，一般观点显

明，文字简洁，道理明白。而把社会现象作
为评论对象的时评，首先要把某种社会现
象的表现概括清楚，然后阐明这种现象发
生与存在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加以
纠正的建议。有些不良现象，长期存在，久
治不去，还得找出之所以如此顽固的原因。
所以，这类时评一般篇幅较长，如各大报纸
的“论坛”，都在千字以上，《人民日报》的

“任仲平”，甚至超过8000字。
两类时评的对象不同，要求不一，写作

的方法自然有些差别。除了评论的对象同
样是实际存在，同样要阐明观点表明态度
这些共性之外，事件类时评在取材时，要有
很强的新闻敏感。因为新闻稍纵即逝，你不
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并写成文章及时
发表，相关的评论就可能接踵而至。除非你
有独特视角，否则就会被看成是缺乏新意
的“跟风之作”，而遭编辑淘汰。

现象类时评，则需要作者有持久的观
察力和全面的分析能力。一种社会现象长
期存在，一定有比较复杂的原因。而且，其
中有些原因比较明显，一般读者也能说出
个一二，有些原因则比较隐蔽，不深入观察
甚至做必要的调研，很难弄清楚个中奥秘。

两种时评的追求，简单地说就是：前者注重
速度，后者重在深度。

两种不同的时评，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也不完全一样。事件性时评的对象是明确
的，有地点有时间有人物，如果是批评性
的，相关的地方、单位、个人会直接感受到
压力。而现象类时评，一般无地点无时间无
人物，如果是批评性的，无人会感受到直接
的压力，但相关的地方和人员，内心一般都
会“自我对号”，相关联的群众，也会因此产
生共鸣。从直接效果上看，或许后者不如前
者，但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常常能够强过
前者。在各级新闻奖评选中，入围的也多是
这一类。

每个人的文章，无不打上本人经历和
特长的烙印。陈鸣达先生从军队院校转业
后，长期在党和政府机关从事领导工作，对
于机关和干部队伍中的思想、作风状况和
社情民意，有广泛深入的了解，况且其还在
军队和地方都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理论教育
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积累，为他的时评写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当我们看到书中
的《不干预是最大的支持》《“带病提拔”为
何防不胜防》《谨防“自己生病 他人吃

药”》《能吏贪官何以多》《坚决反对和防止
“伪忠诚”》等文章的标题，就会立即想到社
会上存在的诸多不良现象，从而产生阅读的
欲望。

两种时评其实并非互不相容。如果选择
时评的由头，既是新闻性很强的事件，而这
个事件又正好代表了一种社会现象；或者在
选择了一种社会现象作为评论对象时，努力
寻找（或等待）能够代表这种现象的典型新
闻事件，那样写出来的时评，就能兼具两种
长处，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

如陈鸣达先生发表于 2018年 10月 26日
《宁波日报》的《“感谢那些举报过我的人”是
难得的清醒》，就是这样一篇时评。文章的主
旨是批评一种现象，即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
待举报自己的人，它的由头却是一件真实的
事——一位在领导岗位上的熟人，谈到十几
年的风风雨雨时发出感慨：感谢那些举报过
我的人，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新闻感和针对
性。

挚爱任何一种文章的写作，且达到一定
境界，就会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乐处。愿有志
于时评写作的朋友们，在这条路上乐于探
索，永不停步。

“现象类时评”的长处与难处
——兼评陈鸣达的《剡溪细语》

《剡溪细语》 是陈鸣达的评论
作品集，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
版。陈鸣达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
77 级，哲学硕士，高级讲师，务
过农，参过军，教过书，从过政，
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为 《宁
波日报》 撰写评论，30 多年笔耕
不 辍 ， 2009 年 出 版 评 论 作 品 集

《一鸣集》。《宁波日报》 的评论专
栏 《明州论坛》 2020 年被评为中
国新闻名专栏 （一等奖），陈鸣达
是这个栏目的骨干作者之一。

《剡溪细语》 收集的 369 篇评
论，均发表于 2010 年初到 2020 年
初的 《宁波日报》。年前，宁波日
报理论评论部组织笔友，就该书举
办了小型研讨会。我们对参会笔友
和陈鸣达朋友的一些观点做了收
集，一并刊发。

黄明朗 （宁波市委办公厅原副巡视
员）：陈鸣达先生乃性情中人，为人洒
脱，胸怀坦荡，不平则鸣，直言不讳。文
如其人，他不屑“应景”，长年追求有感
而发，厚积薄发，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精
品甚多。他以哲学思维写就的时评力作，
或直抒胸臆、酣畅淋漓，或朴实无华、含
蓄隽永，见解独到，不落窠臼，鞭辟入
里，常令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

李广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编委办公
室主任）：《剡溪细语》实为忠言，可视作
官场处方、政务良药。

王国安（宁波市委党校副教授）：《剡
溪细语》 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
版，对扩大宁波日报 《明州论坛》 的影
响，对读者了解宁波、认识宁波，能够起
到很好的推介宣传作用。

邵莉 （宁波第二技师学院高级教师，
“胖妈妈热线”创始人）：过年前，“球
友”陈鸣达送我时评集 《剡溪细语》，过
年宅在家里，坐在窗台边晒着太阳看，惬
意足了。陈鸣达阅历丰富，三十多年笔耕

不辍，把评论写作这一业余爱好做到了极
致。他眼光犀利，爱憎分明，见正气即表
扬，见弊端则抨击；功底深厚，文字朴
实，言简意赅，说理清晰；话题广泛，总
能让人有共鸣。

徐健 （宁波市体育局副局长）：领导
干部少有写时评者，作者是为数不多的

“另类”，坚持数十年，殊为不易，令人
钦佩，其中有爱好，更有难能可贵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作者哲学教育的背景以
及领导干部的经历，加之自身的勤奋、
用心和敏锐，使得其作品立意较高，观
点鲜明，既充满正能量，又极具思辨色
彩，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读性，令人颇
受教益和启迪。

楼滨正（宁波市海铁联运办专职副主
任）：作为同道文友，陈鸣达同志的新作

《剡溪细语》 中的多数作品乃是“故交”。
再次品读，兴致丝毫未减。作品选题的角
度、思想的深度、“拿捏”的精准度，以
及饱含其中的“温度”，令我钦佩之余亦
深受启发。可谓“陈”之于理，“鸣”之

于情，“达”之于心。
郑士炎 （宁 波 广 电 集 团 办 公 室 副 主

任）：陈鸣达先生阅历深厚，纵论古今，妙
语连珠；精于思辨，评事论理，绵密严谨；
性格刚直，不平则鸣，直言不讳；心态豁
达，行文运笔，收放自如。一鸣惊人，二鸣
惊从，期待三鸣惊众。愿亦师亦友的陈鸣达
先生创作之树长青。

李磊明 （宁波日报高级编辑）：针砭时
弊陈文鸣道，激浊扬清辞达意丰。

本报时评笔友研讨《剡溪细语》

激浊扬清 辞达意丰
书 讯

卢玉春

市纪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强调，把严的主基调
长期坚持下去，努力展现全面从严治党新气象。

这些年，经过全面从严治党，绝大多数党员
干部已经适应了这种“严”的政治生态，并逐步
内化为自律意识。但不少事实也证明，仍有少数
人胆大妄为、顶风而上，不收敛、不收手、不知
止。因此，反腐败斗争，远没到有些人心里预期
的那样，是“船到码头车到站”“刀枪入库、马放
南山”的时候了。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提醒我们要清
醒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的“三易三难”逻辑。其一，
一时易长期难。全面从严治党，轰轰烈烈抓一阵
子易，长抓不懈就很难。事实证明，翻了船、掉了
队、落了伍的党员干部，大有人在。比如，“隐形变
异”腐败花样百出，一些人照样不该吃的吃、不该
拿的拿、不该要的要、不该贪的贪。其二，倒退易前
进难。从不敢腐到不能腐，再到不想腐，是一个系
统过程。已经有的良好政治生态，倘若停止“严”的
脚步，就有可能“一篙松劲退千寻”，想再严起来，
就会难上加难。其三，失信易立信难。中央八项规
定出台以来，群众对反腐败成效有目共睹，发自
内心称赞，对党长期执政充满信心。一旦“倒退”回
去，群众就会失望、就会不信任。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就必须从严
从严再从严。一是严惩不贷。腐败一露头，就严
打重惩。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
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因受贿、贪污、重婚罪被
判死刑。其家中仅现金就有 3 吨计 17.88 亿元，
这样的贪官，必须受到法律严惩。二要严丝合
缝。每一起贪腐案件背后，都有权力失范的影
子。应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
约有效、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实行一把
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项目等具体事务的制
度和末位表态制度，建立健全“副职分管、正职监
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工作机制，形成领导班
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系统，不
让行使权力的个人说了算，而是让制度说了算。
三要严不松懈。有的人，一旦仕途顺利，骄横之气
就会不断滋长，心态就会失衡，贪图享乐的欲望
就会愈来愈烈。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其

“忏悔书”中说：老板下了套，我糊涂钻；部下下了
套，我勇敢钻；女人下了套，我乐意钻；朋友下了
套，我仗义钻。竟把自己腐败的原因归咎于他人，
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犯罪的真正原因。这也说
明，对党员干部，只有长期不断地严教育、严管理、
严监督，才可能少一些“阶下囚”。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是我们党长
期执政的需要，也是在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保障。唯有一直严下去，风
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清清爽爽的社会生态
才会越来越好。

把严的主基调
长期坚持下去

新华书店一角。 （胡晓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