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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石板桥，走过鹅卵石
路，经过长长的巷道，映入眼帘
的是一座古朴的三合院。

这个地方，杨建尧多次来
过。门前许广平题字“柔石故
居”的牌匾，院子中央亭亭如盖
的桂花树，还有踩上去“吱呀”
作响的木地板，都承载着他年少
时的回忆。

“先生牺牲时 29 岁，而我今
年正好 30 岁。跨越百年，先生
在那头，我在这头。作为同龄之
人，心中有无数话想同先生说
⋯⋯”望着前堂戴着眼镜的柔石
铜像，杨建尧满眼敬意。

家乡·文艺·小镇青年
二楼的最西侧，是柔石生前

的书房。
昏黄的煤油灯，落寞的藤

椅，满柜子的外文书籍，还有桌
上翻得半旧的 《彷徨》 ⋯⋯时间
仿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先生当年应该就在这里识
字、读书、思考，一步步走上文艺
创作之路。”杨建尧拉开椅子，默
默坐下，窗外院子里春意正浓。

成为一个学问家，一直是柔
石的人生志向。他酷爱读书，自
学多国语言，阅读多国专著，长

于书画篆刻音律。因为好学，他
的近视眼镜片就像瓶底那么厚。

天真、好学、硬气、热忱，
有些迂⋯⋯在友人们纪念柔石的
文章里，杨建尧看到了一位立体
多面的青年，鲁迅那句“台州式
的硬气”更是让他和宁海的另一
乡贤方孝孺，联系在了一起。

多灾多难，贫穷落后，偏僻
闭塞——上个世纪初，江南小镇
禁锢得如罐头一般，安分守己是
一种本分也是一种习惯。这让接
受了新文化的柔石，显得那样格
格不入。

一天，一大家子围坐一起吃
饭，柔石低头看着饭碗，一粒一
粒地向嘴里送。在无底洞般的沉
默之中，他下定了决心：“来冲
破这牢笼的范围罢！我要离开家
乡了。”

自此，小镇青年出走，向着
更大的世界奔去。

苦闷·孤独·知识分子
“五卅！五卅！别人的血是

何等的沸！而我却没有帮他出过
一颗汗过！什么爱国团，示威运
动，国民大会⋯⋯和我全是风马
牛不相及！他们结队呼喊着走，
而我却独自冷冷静静地去徘徊，
好似亡了国，都不相干似的，我
好算国民么？惭愧，惭愧⋯⋯”

在二楼的陈列馆，杨建尧印

象最深的一段，来自柔石自我拷
问般的日记。那是 1925 年 9 月
10 日，五卅运动已然轰轰烈烈
席卷全国，救亡图存的热潮正在
不断扩散蔓延。

23 岁的柔石，正在北京大
学当旁听生，历经了人生前所未
有的苦闷。文章卖不出去，“买
书之欲又炽”，只能依靠兄长接
济，有时，身上甚至连买大饼油
条的铜板也没有。

“从本心出发，他想出国深
造，想写作做学问，但一切客观条
件不能如他所愿。与此同时，在新
道德和旧道德之间，在新思维和
旧秩序之间，柔石卡在其中，矛盾
而又徘徊。”杨建尧感慨道。

“极想有为，怀着热爱”——
那一代包括柔石在内的年轻知识
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已然觉
醒，但却惊讶地发现，眼前的世
界无法融入、无路可走。

年轻的柔石，试图求助于教
育，认为“教育能普及，则无论何
事，皆不难迎刃而解矣”；但“亭旁
暴动”的失败和宁海中学遇劫，则
让他不得不单身出走上海，也正
是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信仰，
走上了另一条光明的出路。

“ 剜 心 也 不 变 ！ 砍 首 也 不
变！只愿锦绣的山河，还我锦绣
的面！”

斗争·牺牲·热血青年
“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

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
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
⋯⋯”杨建尧一字一句地读着鲁
迅所写的 《为了忘却的记念》，
正是因为这篇纪念文章，让更多

人知道了这位中国青年。
1928 年，上海，景云里。26 岁的

柔石遇到了已是文坛大家的鲁迅，
弄文学、编《朝花》、办期刊、搞翻译，
筹备成立“左联”、写成《为了奴隶的
母亲》⋯⋯1930 年，柔石加入中国
共产党，成为党组织和鲁迅联系的
桥梁。

“在我看来，鲁迅和柔石的关
系，有点像父子。正是在鲁迅的影
响下，柔石不仅文学创作更加成
熟，还一改往日的多愁善感，成为
一位在白色恐怖之中敢于斗争的热
血青年。”杨建尧说。

1931 年 2 月 7 日 ， 上 海 ， 大
雪。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柔石，身
中十弹，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
害，年仅 29 岁。

“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有很复
杂的情绪。敬仰的是先生一生轰轰
烈烈、视死如归，惋惜的是其人生
的短暂，本是生命最美好的年华，
却就此陨落。”杨建尧说。

他还记得，16 岁那年进入柔
石中学读书。“金桥文学社”第一
次活动，他即兴作了 《像柔石一样
活着》 的演讲，讲述自己的人生理
想：人生匆匆，应该如柔石一样，
为了人民的事业矢志不渝。

“多年以后，我成为一名人民警
察。无数个日日夜夜，我也有过彷徨
苦闷。每当疲惫之时，我都会到柔石
故居去走走，
提醒自己要始
终初心不改、
奋斗不止，为
创造一个更美
好的中华而奋
斗终生。”杨建
尧说。

“对话”青年柔石：

“只愿锦绣的山河，还我锦绣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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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个省 30 个市 53 个县 174 个
村，累计飞行里程一万多公里⋯⋯
这几天，江北公安分局打击治理跨
境赌博专项专班民警金俊在梳理自
己一年的出差记录后，吃了一惊：

“真没想到跑了这么多路，我是翻
山越岭不为看风景，只为守护群众
的钱包！”

跨境赌博与其他案件有所不
同，犯罪团伙架设的服务器多在境
外，嫌疑人也分散隐蔽在偏远之
地。自去年进入打击治理跨境赌博
专项专班以来，金俊就变成了“飞
毛腿”，一年间行走在祖国的大江
南北，足迹遍布多个边境小城。

今年 3 月的一次抓捕经历，就
令 他 印 象 深 刻 。“ 我 们 从 宁 波 出
发，到达广西南宁后，辗转到柳

州，再到三江侗族自治县，最后到
达融水苗族自治县。”金俊说，前
往嫌疑人落脚地的“最后一公里”
是一条盘山公路。当地大雨导致山
体滑坡，山石不断滚落，几次砸在
车身上。经过 5 个多小时的“折
腾”，金俊和同伴终于来到嫌疑人
出没的村落外围。“凌晨 1 点多，
在大雨夜排摸了 2 个多小时，终于
将还在睡梦中的 7 个嫌疑人全抓
了。”

这次行动前后历时 15 天，金
俊和同伴为了抓住嫌疑人，经过了

3 个省 8 个市 28 个村。
去年以来，公安部与有关部门

持续推进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工作，
遏制跨境赌博犯罪乱象。江北公安
分局打击治理跨境赌博专项专班正
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目前有成员
30 余人。

这支专业小分队利用公安“网
格+警格”双融合模式，全面排摸
本地区涉赌等情况；对日常警情进
行梳理汇总，重点排查社会影响大
的网络赌博类网站、APP；对重点
线索实行专案经营，然后针对各犯
罪环节开展全链条侦查打击⋯⋯

据江北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江北累计破获跨境
赌博案件 50 起，抓获嫌疑人 263
人，打掉团伙 47 个，冻结涉案账
户 230 个、资金 3800 余万元。

翻山越岭，只为守护群众的钱包
——记江北公安打击治理跨境赌博专项专班

本报讯 （记者张昊） 2020 年
度我市版权作品量质齐升创历史新
高、全市软件产业突破千亿元大关
⋯⋯昨日，记者从市委宣传部 （市
版权局） 获悉，2020 年度宁波市
十大版权事件日前揭晓。去年以
来，我市着眼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积极推进版权创造、保护、
管理、服务和运用，版权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
2020 年度宁波市十大版权事

件分别是：2020 年度我市版权作
品量质齐升创历史新高；软件版
权提升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全
市软件产业突破千亿元大关；宁
波版权“走出去”再次突破，《水
下 考 古 在 中 国》 入 选 2020 年 度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严格

版权执法，我市成为全国首批文
化 市 场 综 合 执 法 规 范 化 建 设 试
点；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
指 导 中 心 地 方 分 中 心 落 地 宁 波 ；
宁波法院设立浙江首个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政协委员会客厅；市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查处全省
首例侵犯图片版权案；市中级人
民法院宣判缩略图加载广告链接

案；我市首个基层版权服务工作
站在余姚成立；象山 7 幅优秀作
品一次性入选全国农民画展。

据悉，宁波连续多年组织开展
十大版权事件评选，通过公布版权
管理、版权执法、版权创造、版权
运用、版权维权等各方面的典型事
例，吸引更多市民群众了解版权和
重视版权保护。

今年，我市将加大版权工作力
度，创新工作思路，努力推动版权
全链条保护，力争全市版权工作实
现新突破。

2020年度宁波市十大版权事件发布

昨天上午，宁波市四眼碶小学樱花校区980多名学生一起做足球操。这套足球操总时
长5分49秒，由该校体育老师与舞蹈老师共同创作，其中包含了素质练习、有氧训练和带
球的二人、四人及团体运接练习，融合了点球、拨球、传球等多种足球运动基本动作，富含
趣味性和观赏性，有助于激发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 （严龙 陈亚杰 摄）

原创足球操 千人同欢乐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徐铭怿 实习生王赐赞）
宁海第 8 期文明实践集市“礼赞百
年 传承文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专场活动，20 日晚在宁海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场拉开帷
幕，来自宁海 10 所学校的百余名
中小学生站在 8 个志愿服务摊位
前，和老师们一起吆喝“卖”服务。

宁海县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文明实践集市”是“文明实
践夜市”的升级版，打破了时间局
限，进一步拓展服务内容和方式，
全面带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融入群
众、落地生根，引领形成践行文
明、传播文明的社会风尚。

去年 8 月，宁海将每月 20 日设
立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日，率先推出

“文明实践夜市”，到目前为止，县
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已举办“助
力文明城市创建”“社会荣誉体系
建设”“情暖重阳”“厉行勤俭节
约”共八期主题夜市活动。宁海还
在西子商圈、桃源广场以及各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 （站） 相继设立分
站，为广大市民提供各类服务项
目。

宁海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省
级试点建设为契机，开发志愿服务
线上点单系统，根据群众点单及评
价情况，筛选出群众需求集中、受
欢迎程度高的志愿服务项目，结合
夜市主题，安排相应摊位进行展
示，实现服务精准配送。目前已开
展点单活动 3500 余次。同时积极
探索夜市衍生服务，群众除在夜市
当天享受服务外，还可以进行现场
预约点单，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按照线上志愿点单流程，将服务送
到群众家，实现线上线下的双闭
环。该县还推动“文明实践夜市”
进单位、进校园、进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进科普场馆、进道德模范工
作室、进景区景点，将服务触角不
断向基层延伸。

通过“文明实践夜市”活动，
宁海各职能部门进一步增强了志愿
服务意识。新时代文明实践日设立
以来，近 3000 名普通市民加入志
愿服务行动，实现了从接受者到供
给者的身份转变；全县原有的一些
志愿服务团队不断增添新生力量，
开展活动更加规范。新时代文明实
践在宁海全县蔚然成风。

宁海“文明实践夜市”
引领文明新风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召
开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审议了市政府 2020 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根据报
告，2020 年我市法治政府建设成
效显著。2020 年 7 月宁波成功创建
首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在
2020 年 度 法 治 浙 江 （法 治 政 府）
考核中，宁波首次跃居全省第一。

2020 年，我市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
工作要求，全力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强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法治
保障，深入探索实施“无证件 （证
明） 办事之城”改革，出台 《宁波
市保障“无证件 （证明） 办事之
城”改革若干规定 （试行）》，将
全市政务服务、公用事业服务单位
的 47 个领域 1464 项办事事项 4486
个证件 （证明） 纳入“无证件 （证
明） 办事”范围，累计取消由本市
核发或者出具的各类证件 （证明）
55013 个。着力推动政府数字化转
型，积极推进政务服务 2.0 建设，

已实现 1213 个事项上线运行。深
化行政执法改革，落实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规范基层综合行政执
法平台运转，综合执法平台流转交
办任务办结率在 95%以上。

在审议中，市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充分肯定我市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成绩，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比如，部分公职人员的法治意
识和依法履职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
高；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有待于进
一步提升等。

针对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建议，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
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
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的配套制
度，严格落实 《宁波市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实施规定》，为实现政府决
策的依法、科学、民主提供保障。
进一步健全法治督察机制，将行政
权力运行关进制度的笼子，系统谋
划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宁波在全省法治浙江
考核中跃居第一

本报讯（记者何峰） 今年是法
治浙江建设十五周年。昨日上午，
省委法治浙江建设工作会议在杭州
召开。会议为浙江 5 个全国首批法
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以及
34 个法治浙江 （法治政府） 建设
示范单位授牌。其中，宁波市被授
牌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宁
波市和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
宁海县、象山县被授牌法治浙江

（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单位。

2006 年 4 月 27 日，宁波市委
召开十届六次全会，对贯彻省委全
会精神、建设法治宁波作出了具体
部署。15 年来，宁波全市各地各
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的
决策部署，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任接着一任干，把建设法治宁波
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探索，大胆创
新，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理论
成果和制度成果，许多工作走在了
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宁波及五个区县受牌法治浙江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单位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
《宁 波 市 住 宅 小 区 物 业 管 理 条 例
（修订草案）》 提交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二审。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在会
上作了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
去年 10 月下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市政府提
请的《宁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
例（修订草案）》。据介绍，一审后，市
人大法制委员会通过多种途径，广
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对
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和修改。本次
修改总体把握三个方面的原则和方
向：一是在保持条例系统性、规范性
的前提下，按照立法技术规范的要
求作适当篇幅精简，删去与有关法
律、法规重复，宜由业主大会自行决
定或者政府制定配套规定的条款；
二是针对意见较为集中、关注度高
的涉及物业管理区域划分、专项维
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等问题，作了
进一步的规范和明确，增强法规的

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三是结合创新
和实际需要，将目前基层社会治理
中一些行之有效、比较成熟的实际
做法，如行政执法进小区、物业服务
工作保障等作了补充和完善。

修订草案修改稿规定，物业管
理区域内规划用于停放机动车的车
库、车位，建设单位应当首先满足业
主的停车需要，不得出售、出租给业
主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业主要求承
租空置的车库、车位的，建设单位不
得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出租。

修订草案修改稿明确，业主大
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业主大
会定期会议或者临时会议未按照规
定召开的，物业所在地镇 （乡） 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督促业主
委员会限期组织召开。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拟在本次常
委会会议审议后，根据常委会组成
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对相关问
题作进一步调研、论证，再次提请
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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