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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啤酒瓶底那么厚的近视
眼镜，一件在上海潜伏时穿过的长
衫，一个工作聚餐时用过的陶瓷脸
盆，一封逝世后战友给家人寄来的
书信⋯⋯

在镇海区陈寿昌烈士纪念馆，
1991 年出生的赵多佳探着身子，
在昏暗的灯光下努力辨认着家乡
人陈寿昌留下的遗物细节。质朴、
简单、低调，一如印象中那位自带
书生之气的热血先烈。

“今年，我 30 岁了。站在人生
重要节点，我叩问内心：人生何为？
青年何为？您用鲜血和生命给了我
最好的答案——青年，就要担当时
代责任！”赵多佳站定，眼神里有温
柔和坚定。

袖里沧海，心怀大志

陈寿昌的原名，并非“寿昌”二
字。

1906 年 11 月，他诞生在镇海
城中总浦桥“文魁第”一个清贫的
书香之家。祖父和父亲分别是清末
的举人和秀才，便为这个家中的第
三个孩子取名“希堪”，希望其才堪
大用。

1919 年，当时的国家内忧外
患、风雨飘零。青年进步学生走上
街头，将“五四运动”的爱国浪潮扩
散至全国。作为宁波学生运动的骨
干，陈寿昌的大哥带头参加学潮，
却因积劳成疾，不幸早逝。

“当时，家中只剩陈寿昌一个
男孩。悲痛的父亲就把他的名字改
成‘寿昌’，希望孩子长寿昌达，一

辈子平安顺遂。”赵多佳叹了口气，
这位寄予着父母美好愿望的青年，
之后为了革命事业，生命在 28 岁
便画上了句号。

覆巢之下，又安有完卵？
列强横行、军阀混战⋯⋯那时

的中国，时局动荡，也深深地刺痛
着少年寿昌的心。

1922 年，陈寿昌考入电报局，
调到郑州电报局工作。几个月后，
震惊中外的郑州铁路工人大罢工
爆发，他积极参与声援，还利用接
触电报传递信息之便，有意延误军
政电报，向罢工指挥部密报军阀来
往电函的内容。

历经“二·七”斗争洗礼，18 岁
的陈寿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白色恐怖之中，积极从事工人运
动，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

私底下，陈寿昌给自己取了个
笔名“袖沧”，取自“寿昌”的谐音，
寓意“袖里沧海，心怀大志”。

“回头来看，他确实用自己短
暂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志向：奋
发自强、效忠中华！”赵多佳说。

“我们并不悲观，必
定有光荣的将来”

陈寿昌生前和妻子的唯一合
影，是陈赓拍摄的。

那是上个世纪 20 年代末期，
上海外滩外白渡桥边。照片上的陈
寿昌一袭长衫，手持礼帽，风度翩
翩；妻子则梳着流行发髻，身着旗
袍，十分摩登。

“其实，这套‘行头’是夫妻俩
唯一的‘工作服’。他们在上海以开
电料商店为掩护，从事党的情报工
作，实际并没有什么经济收入。”赵

多佳说。
上个世纪 20 年代后期，经历

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在军、警、
宪、特密布的“上海滩”，中共中央
政治保卫机构——特科，在周恩来
的直接领导下成立。“连腮胡子”陈
赓是二科科长，陈寿昌则是四科科
长，他们是战斗在党隐蔽战线上的
亲密战友。

因为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
险，陈寿昌一家几乎在上海每个区
都住过，时间长的两三个月，有时
一个月要搬几次家，以窗台上放不
放花来表示是否安全。

遇到工潮学潮，街头经常有很
多军警“抄靶子”，陈寿昌外出便装
扮成“宁波裁缝”。对方一听是宁波
口音，夹带的布包里又全是布、尺
子、剪刀，就顺利放行。

“虽说经手的党的经费很多，
但他公私分明，经常穿的就是一件
旧灰布长褂，靠变卖妻子陪嫁的首
饰维持一家人生活。”赵多佳发现，
即使当时上海电车很便宜，三四个
铜板可以坐很远，但陈寿昌多数时
间走路而不乘车，饿了就在路上买
个大饼充饥。

在充满着风险和未知的隐蔽
战线，陈寿昌内心始终坚信着革命
光明的未来：“我们并不悲观，而觉
得天天是在进步之中，过去的工作
失败，就是增加目前工作的经验与
知识⋯⋯必定有光荣的将来。”

在小小的房间里，年轻的父亲
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喃喃自语：“我
们一定成功，好日子小囡一定能看
到！”

以身许国，忠胆留世

“这里货源充沛，品种很多，生
意蒸蒸日上，一派兴旺景象⋯⋯”
这封是陈寿昌从苏区寄给镇海家
人的唯一书信，暗指革命事业蓬勃
发展的乐观景象。

1931 年年底，陈寿昌将妻女
安置在老家镇海，就和聂荣臻等通

过秘密交通线，来到中央苏区所在
地瑞金。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军事
上大举“进剿”边区，经济上加紧封
锁，企图让苏区军民“不能有一粒
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

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湘鄂赣
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寿昌带领
红十六师牵制敌人兵力，同时领导
军民开展反封锁反围剿斗争。他和
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天只吃一餐或
野菜充饥，剩下一点粮食让给伤病
员吃。

因为连续战斗、营养不良，陈
寿昌整个人面黄肌瘦、双脚溃烂，
极度虚弱，步履维艰。但他依旧坚
持上前线，铁骨铮铮地以诗明志：

“身许马列安等闲，报效工农岂知
艰。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
人间。”

1934 年 11 月 22 日，陈寿昌在
战斗中负伤，抢救无效牺牲，这时
距离他 28 岁生日仅仅过了 7 天。

一晃，数十载光阴过去了。此
时的江南，生机盎然。行走在以陈
寿昌名字命名的公园，赵多佳感慨
万千。

“当年环境是那么险恶，条件
是那么艰苦，但在寿昌先生身上，
我看到了沸腾的热血、昂扬的激情
和必胜的信念，看到了他勇担时代
责任的勇气和决心！”赵多佳说。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
者，我们的国家，我必要传承先生
的精神，勇立时代潮头，争做时代
先锋，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在她身后，栽下的幼
苗已然长成参天的大树，荫蔽着脚
下这一方水土。

“对话”青年陈寿昌：

“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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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巩俐）昨日，宁波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发起“扶残助残办实事 有你有我
显真情”为主题的大型义卖活动，呼
吁社会各界以善感善、善善相续，尽
己所能、积极参与，让残障人士真切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今年 5 月 16 日是第三十一次
全国助残日，举办此次义卖活动，旨
在进一步巩固我市残疾人脱贫成
果，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引领广大
群众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昨日，市志愿服务基金
会相关负责人说，此次义卖所得善
款，将用于残障人士困境家庭帮扶，
为残障人士实施康复治疗、扶残助
残等志愿服务项目，并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

此次活动由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主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
营分公司、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海曙
区卓远愈养中心等单位提供支持。

此次活动时间为 5 月 16 日至
30 日。活动以线上和线下互动的形
式进行。爱心人士可进行线上下单、
购买，可选择自提或邮寄；5 月 23 日
当天，在各大活动地点分别设立爱
心摊位，活动采取几大片区线下联
动义卖。线下活动地点为轨道交通
鼓楼站甬城惠客
厅、鼓楼步行街。
线上购买选择自
提的爱心人士可
凭 购 买 记 录 于
23 日 至 轨 道 交
通鼓楼站甬城惠
客厅进行自提。

市志愿服务基金会
开展大型义卖活动

记 者 张凯凯
通讯员 何开艳

一座城市的文明之美，体现在
独具匠心的公共服务里，体现在如
呼吸一般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近日，
记者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站
在“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的高起点
上，今年我市正深化城市道路清爽
行动、“席地而坐”城市客厅示范区
域创建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启动全
面打造“最干净城市”三年行动，用
点滴匠心，常态化铺就城市的文明
底色。

“全面打造‘最干净城市’，是我
市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重要板
块。”市市容环境卫生指导中心副主
任陈润蔚告诉记者。此次行动将抓
住城市道路、城乡环境、住宅小区、
市场商圈、产业功能区、公共空间等
重点区域，补齐薄弱环节，推动改造
提升，尤其将在“席地而坐”示范区
域创建、智慧环卫建设上再发力。

“按照计划，今年我市将再创
40 个‘席地而坐’城市客厅示范区
域；持续深化‘公厕提质行动’成效，
逐步完善中心城区环卫公厕智能化
设备。”陈润蔚说。

记者在首批成功创建“席地而
坐”城市客厅示范区域的月湖公园
看到，自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景区保
洁、管理水平均迈上了新台阶。天一
阁·月湖景区管理所综合养护科科
长安然告诉记者，当前，景区集“扫、
捡、冲、刷、洗、拔、捞、擦、吸、巡”于
一体的全套操作管理模式愈发成
熟，通过人机互补、首扫和流动保洁
的方式，拉长常态化保洁“战线”，将
保洁区域拓展至包括水体在内的立
体空间。

其他众多“席地而坐”城市客厅
示范区域也亮点频出：天一广场倾
力打造“席地而坐—无烟蒂”示范区
域，通过对吸烟游客进行有效劝导，
让文明出行与健康生活并行；东部
新城举办“席地而坐”城市会客厅沙
龙，让轨道交通福庆北路站、市城展
馆、宁波图书馆、市民广场、五一广
场、文化广场等示范区域“串珠成
链”。

坐落在姚江畔的姚江现代公厕，
一名前来如厕的市民感慨：“以前总
嫌弃环卫公厕脏兮兮的，没法落脚，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负责公厕保洁
的物业公司项目经理告诉记者，为了
确保厕所干净无异味，只要市民离
开，保洁员就会立即进入打扫。

“这也是宁波首座配备有儿童
游乐区的环卫公厕，还配备了爱心
驿站、第三卫生间等便民设施。按照
以人为本、科技优先的公厕建造理
念，我们在厕所大厅设置了一体化
使用信息显示系统，不仅能对用水
量、温度、湿度、臭气进行检测报警，
还能显示每个厕间的使用状态等。”
该项目经理介绍。

记 者了解到，历时三年，我市
“公厕提质行动”已于 2020年底圆满
收官，目前，全市有 473 座公厕配置
了无障碍设施，450余座公厕提供免
费厕纸服务，中心城区核心区域已
有580座环卫公厕24小时开放。

“和公园里干净的长凳、路边洁
净的果壳箱一样，公厕也是展示城
市文明的小窗口。我们会细心提升
城市品质，让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
节都彰显‘城市匠心’，传递‘城市温
度’，让‘最干净城市’成为甬城的又
一个代名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说。

我市全面打造“最干净城市”
今年再创40个“席地而坐”城市客厅示范区域

时刻保洁中的月湖公园“席地而坐”城市客厅。 （张凯凯 摄）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董
瑞）昨日下午，民盟市委会举行“同
心庆华诞 携手新征程”大会，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中国民
主同盟成立 80 周年。会议表彰了全
市 10 名杰出盟员和 9 名优秀盟员。

民盟市委会负责人表示，举办
庆祝大会，是为了共同回顾建党百
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热情讴歌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所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不忘合作初心，继续
携手前进。作为参政党地方组织，要

努力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职责和使
命，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为我市争创社会
主义现代化先行市续写宁波民盟新
篇章。

盟员们表示，将始终不渝地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始终不渝坚持立盟为公、参政为民
的宗旨，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
为宁波锻造“硬核力量”、唱好“双城
记”、建设好示范区、当好模范生，为
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贡献智慧和
力量。

民盟市委会举行大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民盟成立80周年

扫码看详情

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谢尚伟） 昨天下午，记者从新
闻 通 气 会 上 了 解 到 ， 中 国 （宁
波） 出口跨境电商博览会暨外贸
商品采购会将于 18 日开幕，持续
至 20 日。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贸易的新形
势，宁波跨境电商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据统计，全市一季度实现跨境
电 商 进 出 口 额 362.5 亿 元 ， 增 长
32%。这场博览会的开幕，既是顺
势前行，也是锦上添花。

博览会设置七个展区，陈列

200 多个品类、30 万款精选单品。
展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 600 余
家外贸工厂集聚宁波，依托该平台
与近 3 万家跨境电商卖家交换资
源、洽谈合作。

近年来，“大家居”成为跨境
电商行业的热门类目。宁波的跨境
电商企业贡献突出，豪雅、遨森、
乐歌等企业均在 2020 年保持高速
增长态势。

围绕这一关键词，本次博览会
召集了梦神床垫、艾谱保险箱等家
居类头部企业，宜家、costco、沃

尔玛等大型采购商。eBay、亚马
逊、沃尔玛、阿里国际站、京东国
际等跨境平台也亮相各大论坛和相
关活动，提供开拓业务便利条件、
探讨创新发展思路。

“希望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
帮助外贸工厂寻找订单、转型升
级，加快在宁波建设以大家居为
核心、各重要产业均衡发展的出
口跨境电商之都，以及全球大家
居跨境电商制造中心、供应链中
心和创新中心。”组委会相关负责
人说。

为600余家外贸工厂“搭台”
中国（宁波）出口跨境电商博览会暨外贸商品采购会18日启幕

制图 徐展新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孟夏草
长，万物繁茂。昨晚，宁波市第三届
朗读大赛在鼓楼地铁站甬城惠客厅
启动。全市 20 个公共钢琴安放点设
立了分会场。琴声伴着书声，共读一
座城。

启动仪式在箜篌表演《盛世耀
中华》中拉开帷幕。张岗、黄晓莉等
朗诵了《我被一座城邀请》，朗读者
声情并茂，或低吟浅咏，或激情澎
湃，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甬上观
雨》由贾文伊等朗诵，通过声音之
美，描绘了诗画宁波的美丽画卷。来
自蓝青小学的学生和老师朗读了

《致我的成长，我的城市》，表达了自
己对家乡的热诚挚爱。

接下来朗诵的是由诗人盛醉墨
专门为宁波公共钢琴的发起人和捐
赠者莫志蔚创作的《城市之声》。莫
志蔚老人亲临现场，并弹奏钢琴为
朗读者伴奏。启动仪式在《朗读宁
波》中落幕。

宁波市朗读大赛始于 2017 年，
历经两届已经成为“书香宁波”建设
的重要品牌。大赛由中共宁波市委
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宁波市文
广旅游局、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宁波
广电集团主办。

琴声伴着书声，共读一座城
宁波市第三届朗读大赛启动

朗
读
大
赛
现
场
。

（
崔
小
明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