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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我忍不住，想抄写一条消息。
这条消息，发表于 1948 年 9 月 30
日《新民报》第四版右头条：

王孝和在庭上。

上午 10时，开第一庭，王孝和
由法警押到法庭后，朱检察官问明
年龄、姓名、籍贯后告彼：“汝共
同图谋破坏电力公司，意图暴动，
反抗政府，今奉命执行死刑，汝有
无遗言。”王答：“无。”仅要求与
记者谈话，庭上未获准，王闻判死
刑后不时笑，口称“受冤了，判决
太不公正”等语，法官嘱其饮酒，
王称“不会”，略饮一口，由法警
押赴刑场，令其端坐木椅，王双手
反绑座椅中，不时乱动，由法警以
绳绑捆椅背，由警长以木壳枪对准

其后脑一枪，弹从前喉穿出，并未
出血，王尚不时跃动，仆地滚动良
久，执刑者再发枪两响未中，旋流
血甚多，王始气绝。

王孝和，原籍宁波鄞县，生于
上海，贫寒而谨慎本分的他，接触
进步报刊后，追求民主进步，受到
党组织培养。1948 年，王孝和组
织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同国民党上海
反动当局斗争，被反动军警逮捕。
1948 年 9 月 30 日上午，王孝和在
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时
年24岁。

应该感谢 《新民报》 的记者
（我未知其名），为我们记录下了王
孝和牺牲的历史场景；也应该感谢

《大公报》 摄影记者冯文冈，他用
一架老式的 135单反相机，拍下了
多张王孝和就义时的照片。照片中
的王孝和那么年轻，法场上，他始
终在微笑，这微笑令人震动。他笑
着对待身边的法警，对待检察官，
仿佛此刻他不是被审判的人，而是
真正的审判者。今年清明节前，3
月 26日，《解放日报》 记者沈轶伦
发表专访王孝和烈士之女王佩民的
文章，追述王孝和短暂的一生时
称：这是信仰的微笑。

说王孝和的微笑是“信仰的微
笑”，多么精准而深刻。如果抹去
照片上别的一切，满面含笑的王孝
和，哪里像是赴死，更像是登科游
街，或是迎娶心爱之人。明知生命
将尽，还能笑得那么高傲灿烂，这
是信仰的微笑，也是微笑的信仰，

让人看一眼便震动、便难忘。
如果说“这是信仰的微笑”，

那么，王孝和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才
能让他面对死亡时，不仅无所畏
惧，反而始终微笑？《解放日报》
那篇报道的标题给出了答案，那就
是：你的名字叫民。

王孝和的大女儿叫王佩琴，
他牺牲时，佩琴刚刚断奶；他牺
牲后不久，1948 年 10 月 24 日，二
女儿出生。在刑前给妻子忻玉瑛
的绝笔信里，王孝和写道：“但愿
你分娩顺利！未来的孩子就唤他
叫佩民。”女儿叫“民”，王孝和
的牺牲，是为让女儿长大后能过
上好日子的牺牲，是为人民争取
利益、盼着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牺
牲。

这，就是他愿意为之付出生命
的 信 仰 ， 就 是 他 “ 信 仰 的 微
笑”——死是为信仰而死，无悔无
憾；笑是死得其所，痛哉壮哉。中
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恽代英
有言，理想信念是光明之灯，是一
个“有力量的东西”，能让人愿牺
牲一切为之奋斗。

1946年 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
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
描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
安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
民”。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
我党我军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但一
次次化险为夷、赢得胜利，根本原
因就在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
支持；而人民群众之所以拥护和支
持，就在于我们党是为人民谋利
益、求幸福的。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
党安身立命、发展壮大的一条重要
历史经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正是吸引王孝和那样的有志青年，
舍生忘死踏上“信仰征途”的主要
原因。1944 年 9 月 8 日，在张思德
同志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为人
民服务》 的演讲说：人总是要死
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
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
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
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
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
毛还轻。

既然为人民服务是自己的信
仰，既然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既
然 为 人 民 利 益 而 死 就 比 泰 山 还
重，那么，有信仰如王孝和者，
不得不面对死亡时，何惧之有，
微笑何难！

读史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
资治。刘伯承曾说，“老百姓不是
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24岁的
王孝和面对死亡时面带“信仰的微
笑”，警示并告诉我们，就算我们
党走过了一百年，有了 9000 多万
名党员，依然要牢牢铭记并忠实践
行初心和信仰——人民才是我们的
江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持
久赢得人民的拥护。

“信仰的微笑”震撼人心

木须虫

史上“最严限塑令”今年开
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塑料产业
迎来升级挑战。其中，作为对传
统塑料最具替代优势的生物降解
塑料，成为市场新宠。记者采访
发现，目前可降解塑料产业仍然

“小而散”，高端产能仍显不足，
企业和商家的成本压力较大，产
品全面推广存在客观阻力，亟待
新一轮提质升级。不少大型连锁
商超、餐企已全面更换可降解塑
料袋，但一些路边小店仍在使用
一次性塑料袋 （4 月 6 日 《经济日
报》）。

治塑既是管理命题，更是经
济命题。塑料在生产生活中的应
用 ， 是 制 品 功 能 成 本 选 择 的 必
然。特别在包装领域，它便宜、
好用，使用者容易产生依赖。治
塑无论是禁还是限，最终的出路
还是促进塑料制品背后包装材料
或方式的替代，而不是功能的阉
割。如，可降解的包装物、纸质
包装等扩大使用范围，取代一次
性塑料包装。

但是，对于包装应用的各领
域、各微观主体来说，这是一本
现实的利益账，可降解塑料制品
比 现 有 塑 料 制 品 的 成 本 要 高 得
多，销售价格相差好几倍，替代
起来得花费很大的成本。不但替

代的生产供应需要很大投入、一
定周期，价格很难快速降下来，
而且消费意愿受阻，也会反过来
影响替代制品的生产。同时，传
统塑料制品所具有的成本优势，
对于禁塑的冲击始终存在，如管
得住大连锁企业管不住小卖部，

“跑冒滴漏”之下，一旦监管保持
不了应有的力度，很可能导致替
代沦为虚设。

所以，禁塑只有禁令是不够
的，在实施更全面更严格的禁限措
施的同时，还应强化经济手段的杠
杆作用，配套经济政策，通过经
济、税收、行政等手段综合治理。

一方面，切实提高传统塑料制
品的经济成本、过度包装的违法成
本，如提高传统塑料原料、半成品
及制品的税率，使传统塑料包装物
不再便宜；另一方面鼓励和扶持替
代环保包装材料、产品的开发与应
用以及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如给
予生产补贴和税费优惠，帮助企业
降成本、降价格。

当传统塑料制品的价格越来越
高，替代包装材料的价格逐步降
低，此消彼长，在违规违法的高
额成本面前，顺应环保要求自然
会成为行业的普遍自觉。推动落
实“新限塑令”，加快关联经济政
策配套，为市场替代注入内在动
力，应是限塑全国一棋的重要内
容。

加速降塑替代
还需配套经济政策

赵琬微

教育部日前发出通知，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其中
明确要求：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
达到 10 小时，初中生应达到 9 小
时，高中生应达到 8小时。在对通
知初衷点赞的同时，也有部分家长
对如何落实表示担忧。

为保障学生睡眠，教育部门可
谓用心良苦。本次出台的通知中提
出七条具体措施，从学校开门时间
到家长学校教育，从校外培训结束
时间到游戏服务时间等方面都做出
明确要求，还要对成果进行监测考
核。

其实，早在 2017 年，教育部
门就在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
中明确“家校配合保证每天小学生
10 小时、初中生 9 小时睡眠时间”
等要求。然而，2018 年教育部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的《中国
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监测结果
显示，四年级学生睡眠时间在 10
小时及以上的比例为 30.7%，八年
级学生睡眠时间为 9小时及以上的
比例为 16.6%，学生睡眠时间总体
不足。

如果可以“安枕无忧”，谁不
希望早点睡觉？不少网友表示，由
于学业负担、通勤时间、课外辅导
等种种原因，根据要求保障充足睡
眠几乎是一种奢求。中小学生睡眠
不足现象的背后，不仅是生活习
惯、上课时间、健康常识的问题，
更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学业负担重、
压力大等问题。现实生活中，人们
牺牲睡眠时间想换来的，正是更好
的分数。

然而，“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
庭教育，都不能过于注重分数”。
分数是一时之得，教育要从一生的
成长目标来看。如果最后没有形成
健康成熟的人格，那是不合格的。

除了发通知保障中小学生睡眠
时间，更应关注睡眠不足的背后成
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正
确“姿势”不应是对孩子几点睡觉
进行“监督监测”，而是用更加科
学、多元的教育评价机制减轻社会
的教育焦虑，进而切实减轻中小学
生学业负担。只有进一步深化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改善教育生态，才
能让人们避免牺牲健康追求分数的
短视行为，让更多孩子安心睡觉，
拥有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

保障中小学生睡眠
须寻找更好“姿势”

吴睿鸫

经历了此前多家媒体的点名
批评后，许多以“大胃王”为卖点的
吃播博主已经有所收敛。但一种以
喝酒为主题的“海量喝播视频”冒
出了头。有博主甚至一口气就喝下
一大瓶白酒，让人看着都觉得肝
疼。专家表示，相比于吃播，喝酒的
成瘾性和危害更大，用这种方式来
赚流量，无异于“拿命换钱”（4 月 6
日澎湃新闻）。

相比吃播，这类喝酒视频，丑
态百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
到”。有的人为了追求花样，已经不
满足于“喝得多”，而是要“喝得急”

“喝得怪”。一名博主发明了“挤压
式”喝酒法，把酒瓶里的酒倒在塑
料瓶里，用嘴堵住瓶口，再把瓶子
用手使劲一挤，满满一瓶酒瞬间挤
下了肚。另外一名博主则特制了一
个巨大的酒杯，目测能装下好几升
酒，博主挑战的是一口气把这一杯
酒全喝下去。还有博主走的是“恶
心路线”，一瓶二锅头居然用鼻子
全吸了进去。

倘若站在生命健康的视角来
审视，相比之前的大胃王吃播，这
种喝播，不仅容易让人酒性成瘾，
患上情感障碍、抑郁症或者酒精性
痴呆，对身体危害性也是无法挽回
的。正如业内专家所言，如果每周
以这样高的频率喝酒，而且形成了

规律性饮酒，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无异于拿命换钱。

从某种程度上讲，从“大胃王”
吃播盛行，到现在“海量喝播”的风
生水起，迎合了一部分人的恶趣
味。人的兴趣爱好各式各样，有的
人喜欢阳春白雪，有的人偏爱下里
巴人，这本没有高低之分，应当被
尊重，但前提是不能违背公序良
俗，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实际上，

“海量喝播”视频等同于“浪费粮
食”视频。因为酒是由粮食酿造的，
把浪费粮食当作卖点，赚取流量，
无非是在迎合少数人的低俗品味，
并没有任何审美价值。

喝播何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为
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原
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流量。在某
视频网站上，一名女性博主最火的
一则视频就是以喝酒为内容，播放
量达到惊人的 173万次。在相关视
频中，博主和另外几个年轻女性互
相拼喝 60 度烈酒，其中一人甚至
醉晕在了厕所里，最终由同伴将她
扛了出来。很多“海量喝播”靠“喝”
成为网红，靠点击率挣得盆满钵
满。

显然，出现“海量喝播”视频，
平台难辞其咎，理应加强审核，对
这类视频进行强制性关停。当然，
公众更希望，做喝播的人，也应为
自己的生命健康着想，别拿生命换
钱。

拿命换钱的
“海量喝播”视频理应关停

陈志卫

日前，在微信中看到一则消
息，来自 FM92 宁波新闻综合广
播，是就“新冠疫苗可能会致癌”
等内容辟谣的，正好笔者也在关注
相关话题，且有点疑惑，于是在朋
友圈中转发了，次日，发现有不少
人点赞，意料之外又有所思考。

最近，有关新冠疫苗的信息不
少，国内国外的都有，有喜有忧。
涉及自己要不要打、打了会不会有
什么副作用等，是不少人在考虑的
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小道消
息”迅捷而又零乱，像保护期只有
半年、患有某些病不能打、打完不
能洗澡、第 2剂三周内不打就前功
尽弃，等等，让人心乱又心累。

来自 FM92 宁波新闻综合广播
的消息，是“大道消息”。“大道消
息”与“小道消息”相比，必然更
为慎重、更为负责。其中，既有专
业人士和权威机构的最新研判，又
有社会管理机构的责任审查，像打
完新冠疫苗，注意事项与吃饭喝水
基本无关，建议坚持戴口罩等。其
分析解释，更为准确科学。

客观地说，人类应对此次新冠
肺炎病毒才一年多，新冠疫苗问世
的时间就更短了，关于疫苗的研究
成果仍在持续观察中。虽然“小道消
息”盛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
疫苗的关注度，但很显然，及时有效
传播“大道消息”，给市民以科学准
确的认知引导，才有利于社会树立
信心，加快构建免疫屏障。

打不打疫苗？
还是听“大道消息”更靠谱

文／徐展新

中等个子，黝黑皮肤，眼神中透着睿
智，朴实的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他是来
自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的王建平，

是浙江省科技厅派往象山县的科技特派
员，还是水产养殖户眼中的“渔博士”。

2008 年，来到象山县新桥镇的王建
平，肩负着推广健康养殖技术、发展当地
高效生态渔业的职责。彼时，他成了手机
24小时开机、全天候在岗的“指导员”，让
长期缺乏基本养殖技术的渔民朋友掌握
科学知识、减少无谓损失。

四年后，王建平“特派”的目的地更
换为从事水产养殖的一线企业。

水产病害的预测与诊断，一直困扰
着当地的水产养殖企业。过去，面对水
产病害，多数水产养殖户采用的是直接
往水面泼洒药物、或在饲料内拌合给药
的方法，效果一般，还容易对生态环境
产生负面影响。

在高额损失面前，科技创新迫在眉
睫。在市科技局、市海洋与渔业局等部门
的支持下，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牵头组
建由多单位、多学科、多领域参与的专家
团队，开展了病理学研究、重要病害监
测、流行病学分析等重要研究工作。

王建平是这支团队的重要成员之
一。早在 2004 年，王建平就率先把手机
短信平台应用到水产养殖生产实际当
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反复探讨
和技术打磨，王建平团队将过去相对粗
糙的短信平台完善并建设成数字化监
测预警平台，还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了快
速选药试剂盒和抗菌渔用药加工方法。

新药和新方法，为渔民和养殖户带
来了显著的直接收益。一种病害只需要
几个小时就能确诊，选药准确率也明显
提高，选药周期从传统方法的 1 周到 2
周缩至不超过 2 天，极大提升了疫病发
现的及时性、早期性和应对的时效性，
减少了用药量和盲目性。

宁波市三大水产主养品种之一的
南美白对虾，因此受益颇多。由于南美
白对虾本身比较娇气，对水质环境、苗
种质量和气候环境等要求较高，养殖的
可控性较差，很容易发生病害，影响养
殖户的收益和食用者的身体健康。“新
技术推行 3 年间，我们养殖的南美白对

虾发病率平均降低了 13.76%，利润增加
了 300 多万元。”红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负责人黄庆宏说。

此外，王建平及其团队还将水产病
害死亡率与温度、降雨量、风力等气象因
素建立了联系，为水产保险定损提供了
技术支撑。得益于此，大黄鱼、梭子蟹、南
美白对虾等气象指数保险纷纷在宁波落
地，让万千养殖户吃上了“定心丸”。

团队取得的“水产病害监测、预警
与减损技术集成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
获 2017 年度宁波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宁波全市累计减
少病害损失约 3.72 亿元，减少渔用药物
施用支出约 1.89 亿元，新增养殖效益约
7.13 亿元。

在水产养殖业一线的长期工作经
历，让王建平收获累累。2019 年，科技部
通报表扬了全国 92 名优秀科技特派员，
习近平总书记为此作出重要批示，王建
平成为宁波唯一被表彰的优秀科技特
派员。

十余年的时间，王建平团队也总结
出了一套独创的“六有模式”，即有规
划、有技术、有基地、有服务、有培训、有
机 制 。带 着 经 过 实 践 打 磨 的“ 六 有 模
式”，这名有口皆碑的“渔博士”，还将继
续乘风破浪，造福更多渔民和养殖户，
为宁波水产养殖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
更多力量。

开创“六有模式”的“渔博士”
——记省优秀科技特派员王建平

“科特派”风采录

编者按：
在宁波，有一大群服务基层的

科技特派员，他们将论文写在大地
上，把成果留在农户家，带领乡村
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产增收，用
科技夯实农户小康生活“路基”，
助力宁波乡村振兴。至今，宁波市
已选派科技特派员近 5000 人次。
直接带动逾万户农民增收，间接辐
射 2.3 万 户 。 今 起 ， 本 报 推 出
“‘科特派’风采录”栏目，敬请
关注。

科技特派员在工作中。（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