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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大家谈

一 鸣

四明大地是一块英雄的土地、
红色的土地。无论是在第一次、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宁波人民
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抛
头颅洒热血，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年
轻的生命。革命先烈的英勇业绩，
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融入
我们血液、镌刻在我们灵魂之中的
红色基因。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把
革命先烈播撒在四明大地上的红色
基因挖掘好、保护好、传承好，应
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令人高兴和欣慰的是，在建党
百年之际和党史学习教育中，全市
各级党组织积极行动，投入财力、
人力，搜集整理当地革命先烈事
迹，修缮革命先烈故居，建造革命
烈士碑林，设立革命先烈纪念馆、
陈列馆……比如，奉化区将壶潭革
命老区、王鲲烈士纪念馆、奉化烈
士陵园、江口争夺战纪念碑、马头

红色印迹馆、裘古怀陈列馆、卓兰
芳纪念馆、卓恺泽故居等，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基地；宁海县则开辟了
数条党史现场学习教育线，由点到
线，由线到面，把分散在各点的红
色基因串联起来，既形成综合效
应，又方便人们学习参观。

把当地的红色基因挖掘好、保
护好、传承好，是搞好党史学习教
育的有效载体。这是因为，我们与
革命先烈生于同一块土地，他们的
后辈有的还是我们的朋友、同事，
他们在历史上的革命经历和光辉业
绩，因此具有更大的亲和力，更能
直入我们的灵魂深处，让我们产生
共鸣。

20 年前，我曾去过位于宁海
县城的柔石故居，当时故居显得破
旧，陈设也比较简单，周边是杂乱的
民居，巷小路窄，寻找很不易。今年
4 月重访，面貌大变。故居整洁，内
容丰富，周边环境改善，故居后面还
新辟了一个停车场。当我站在毛泽
东同志签发的第 661 号“革命牺牲

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前，脑海
里闪现的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这位名叫赵平福（柔石原名）的年轻
人，25岁就当上了宁海县教育局局
长，结婚生子，家境殷实，本可平平
安安享福，却毅然辞官别家，赴上海
投入革命洪流，年仅 29岁就牺牲在
敌人的枪下。这到底是为什么？直到
参观结束，我终于明白，是信仰——
为民族谋复兴、为大众谋幸福的坚
定信仰，让他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
之路。

最近，又与一批退休的老党员
去奉化马头村，在设于酿酒坊老屋
的“红色印迹馆”里，面对卓兰芳
烈士的遗像和简介，我的心灵再次
受到震撼。这位宁波农村第一位党
支部书记，中共浙江省委第四任书
记，在风华正茂的 30 岁，就为革
命和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从
内心发出感慨：正是千万个柔石、
卓兰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和幸福，
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平安与幸福。
相比无数英烈，我们中的一些人身
上曾经有过的光环不值一提，若还
计较名利、地位、得失，实在无颜
面对他们。只有感恩先烈，传承先

烈开创的事业，才无愧于先烈。
把红色基因挖掘好、保护好、

传承好，不仅是各级党组织的事，
也是广大党员和普通民众的事。一
些地方开展寻找烈士亲人的志愿者
行动，有的主动收集提供烈士遗
物，还有的自觉保护烈士故居等，
都值得肯定。

挖掘、保护、传承红色基因，
不能刮一阵风，而是永远在路上，
尤其是如何传承，更是一个永恒的
主题。要防止红色基因的断裂、湮
灭，党史学习教育时用一用，过后
废弃遗忘；要防止红色基因的假传
承，学习参观时激动，事后不行动，
甚至反其意而动；要防止红色基因
变异，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
蚤，成为先辈们的“不孝子孙”；要把
红色基因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
动上，并且代代相传，永葆党的事业
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把红色基因挖掘好、保护好、传承好
何良京

近日，市委巡察组向 9家单位
党组织反馈巡察情况，提到一个普
遍存在的问题：9 家被巡察单位
中，有 8家存在议事决策机制落实
不规范、不到位的情况。

笔者梳理了一下，“议事决策
机制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情
况。一是议事决策机制不够规范、
有欠缺，说的是制度本身的问题；
二是议事决策机制落实不够到位，
说的是具体执行时被打了折扣；三
是有议事决策制度，但执行时跑偏
了。

第一个问题是显性的、客观
的，解决相对容易；后两个问题是
隐性的、主观的，改起来就不那么
容易了。

议事决策机制，体现决策者的
集体智慧，更是对决策者的一种保
护。有些人无视制度刚性，为了“促
进工作效率”，要么忽略制度，要么
绕过制度，甚至违反制度做决策，一
旦造成重大损失，决策者在责难逃。
议事决策机制旨在保证决策过程科
学、合理，议事决策机制出问题，主
要在于，决策者严格执行制度的意
识不强。

议事决策机制落实不规范、不
到位，甚至成为普遍性问题，负面影
响显而易见。

仔细阅读巡察情况，就能发现，
如果议事决策机制运作正常的话，
很多问题本不应成为问题。规范执
行正常议事决策机制，虽然不能保
证事事正确、件件合理，但如果议事
决策机制不完善、不规范，甚至越过
相关程序决策，最终必然会出问题。
原因就在于，议事决策机制不规范
导致的往往是“源头”问题。

应该说，议事决策机制是一个
部门、一家单位的最高行为准则。领
导班子是否尊重制度，直接影响工
作人员的职业操守和工作责任心。
如果议事决策机制执行不力，产生
错误的“导向”，就极易给下属留下

“话柄”，还有可能被“发扬光大”。那
么，这个部门、单位出现各种各样
的问题，就丝毫不令人意外了。

常 言 道 “ 苍 蝇 不 叮 无 缝 的
蛋”，议事决策机制落实不规范、
不到位，就相当于给腐败留出了一
条缝隙。如果有用心不良、打“小
算盘”者，就很容易上下其手，搞
权钱交易，或者成为被“围猎”的
目标。

建立健全议事决策机制，并规
范执行、严格落实，不是能不能的
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这限制
的是决策者的权力，是对决策者权
力观的考验。9 家单位中，8 家单
位存在这样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
重视了。

“议事决策机制落实不到位”何以多发

高存玲

“众所周知，全球分为南半球
和曹半球”“山东不能没有曹县，
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宁
要曹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

“中国四大都市北上广曹”……近
日，山东小城曹县在社交平台意外
走红，成为无数网友调侃的对象。曹
县县长梁惠民公开回应，网络调侃
表达出两层意思：一是大家关心曹
县发展，二是曹县变化太大让人不
敢相信，“欢迎到曹县来走一走、看
一看，看一看我们真实的曹县”。

针对县长回应，有网友称“县
长竟然认真了”；面对全网调侃，
有曹县网友表示“很丢脸”。尽管
曹县此次走红充满无厘头的调侃和
反讽，但我们还是要为公开回应网
络梗的县长叫好。

事情源于曹县籍网络主播的土
味视频。视频中主播以浓重的曹县
口音大喊“山东菏泽曹县！666，
我的宝贝！”这种直白、夸张、洗
脑式的表达迅速走红网络。暂且搁
置这种表达方式不论，曹县确实有

“牛”的资本。多年前还是国家级
贫困县的曹县，凭借着演出服、汉
服等产业迅速崛起。2020 年 GDP
为 463.82 亿元，人均 GDP 超过 3.2
万元，居菏泽各县区第二位。淘宝
出售的演出服有70%来自曹县，可
以说流量本就是曹县人民脱贫致富
的重要工具。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赋
能城市发展不可多得的力量，流量
成为促进县域进步难能可贵的资
源。因走红网络获得利好的市县比
比皆是：“甜野男孩”丁真带火了
小城理塘；“摔碗酒”为古都西安
招来四方酒客；凤凰、稻城、玉
龙、阳朔曾成为抖音热门县城。流
量带来的不仅仅是热度，更是游
客、资本、产业、商品等方面的利
好。“曹县梗”给默默无闻的鲁西
小城带来良好的宣传效果。

县长公开回应，引发众多主流
媒体报道，实现事件的二次传播，
进一步助推曹县的热度。截至 5月
18日中午，“曹县”话题在抖音平
台已获得7.3亿播放量，“山东菏泽
曹县”获得 3.1 亿播放量，而“山
东曹县县长回应走红”跃居新浪热
搜第一。互联网时代，政府官员走
进直播间销售特色产品、拍摄宣传
片为地方代言早已屡见不鲜。此次
公开回应，是政府官员借助网络助
推地方发展的优秀案例，也是互联
网时代官民互动的良好典范。

“曹县梗”是调侃更是鞭策。
曹县和北上广无法相提并论，“宁
要曹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
更是无稽之谈。公开回应只是个开
始，如何利用流量红利助推产业提
升、如何更好地借力互联网赋能县
域发展，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是每个地方政府应
该认真回答的问题。

为回应“曹县梗”的县长叫好

易其洋

时隔多日，安徽合肥和六安、辽
宁营口等地，再次出现新冠肺炎本
土确诊病例。本次突发疫情后，多地
出现了市民排队打疫苗的阵势。像
在合肥，不少市民冒雨排队接种疫
苗，5 月 14 日单日疫苗接种量创新
高。这警示我们，面对依然存在的疫
情风险，还是要打好主动仗，“尽一
切努力把防控关口前移”。

此前，很多开启疫苗接种的地
方，民众存在犹豫情绪，紧迫感不
强，动力不足，有的地方要靠一次次
动员甚至送鸡蛋等小福利，吸引人
们及早接种疫苗。

从某种程度上说，突发疫情是
最强的疫苗接种令。这几天，人们接
种疫苗的积极性大涨，各地接种疫
苗出现了小高潮，有的地方甚至“挤
爆了棚”。原因就在于，新出现的本
土病例，再次敲响了警钟。

“抗疫红人”张文宏特别提醒，
新冠疫苗全部剂次接种完成后，人
体内才会逐渐产生抗体，一般需要2
到 4周时间。也就是说，等到身边有
了确诊病例，才抢着去接种疫苗，不
是不可以，但毕竟太过慌忙和被动。

这次，从营口到六安，确诊的病

例，都没接种过疫苗。这再次证明了
尽早接种疫苗的必要性；也说明，一
个地方、一个国家接种疫苗的人越
多，越早达到疫苗屏障的水平，大家
越安全和主动。

上周五，我接种完第二针新冠
疫苗，经同事提醒，发现自己的甬行
码镶上了一条金边。健康码会“变
色”，打完疫苗“镶金边”，让人有点

“小激动”。
上月底，有网友建议，将已接种

疫苗人群的绿色健康码，升级为金
色健康码。这在技术上并非难事，既
迎合了一些年轻人“解锁新成就”的
喜好，又有利于引导更多人接种疫
苗，尽早形成群体免疫，很快便被卫
健部门采纳。

在人群中建立免疫屏障，最经
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国产
疫苗的安全可靠性，已经得到实践证
明，接种指南也在持续更新。尽早实现

“应接尽接”，需要每个人撸起袖子。
打好疫苗，健康码“镶金边”，很多

网友称之为“金色成就”。这是个人的
“小欢喜”，这样的“小欢喜”多了，就会
构成防疫的“大屏障”。疫情不断反复，
除了做好自我保护，每个人应该抛掉
犹豫心理，不再等待观望，积极接种疫
苗，尽快为自己的健康码“镶金边”。

快点给自己的
甬行码“镶金边”

王明玉

5 月 18 日，第 45 个世界博物
馆日。学历史、长见识、开眼
界，博物馆的吸引力可不止这
些。当文物与美食撞了个满怀，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不懂点儿历史都不好意思
吃！”“想吃！但又舍不得，像艺
术品一样精美！”……网友给出了
答案。近期，不少网友晒出的国
博雪糕、咖啡等文创美食引发关
注，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走进博
物馆。

文物也能“跨界”，饼干、雪
糕、小蛋糕里都透着文艺范儿。
从苏州博物馆的莲花碗抹茶曲
奇，到广东省博物馆的“粤光宝
盒”蛋糕；从三星堆博物馆的

“青铜面具饼干”，到国博刷屏网
络的“月壤蛋糕”“巧克力味说唱
俑”……近年来，历史文物摇身
一变成文创美食，成为博物馆的
新亮点。“文物”的味道新鲜，舌

尖上的历史好评如潮，文创美食
让博物馆藏品“活”了、“火”
了，展现出文博文化的挖掘空间
和创新潜力。

文博跟现代生活携手，文创
美食里烟火气满满。从过去书
签、明信片、笔记本的博物馆老
三样，到如今舌尖打卡成为博物
馆新时尚，博物馆以更接地气的
姿态融入生活。同时，线上推送
美食时配以相关的文物小故事，
线下点单时有更详细的历史介
绍，推陈出新的文化普及方式，
更适应现代生活习惯和年轻人的
需求，架起“Z 世代”与历史对
话的桥梁。

越来越多的文博创意、情怀
和中华文化的魅力击中了年轻人
的兴趣点，激发起年轻人对历史
的向往，让他们更有兴趣去探究
文物背后的故事和意义，唤醒共
同的历史记忆。

如 何 拉 近 历 史 与 现 实 的 距
离、打破传统与新潮的边界、表
达更深刻的内涵，需要文博行业
花更多心思。用更接地气的方
式，让传统文化真正“活”起
来，博物馆能进入更多人的生
活，能继续“火”下去。

舌尖上的博物馆，
心尖上的文化味

何勇海

教育部 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
施条例》。《实施条例》规定，实施义
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为民办
学校。其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
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地方政
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
源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
的民办学校。该条例自今年9月1日
起施行（5 月 18 日《北京青年报》）。

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
施条例》亮点较多，义务教育公办学
校不得举办民办学校，地方政府不
得利用国有企业、公办教育资源举
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
办学校，只是其中之一。因为义务教
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
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
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这条规
定从立法层面禁止义务教育阶段

“公参民”（即公办学校举办或参与
举办民办学校），有助于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化，实现教育公平。

正如业内人士所说，长期以来，
在全国各地，几乎所有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包含义
务教育阶段，几乎所有利用国有企
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参与举办
的民办学校包含义务教育阶段，只
是程度不同。允许义务教育搞“公参
民”，是以民办名义高收费，把公益

性办学变成营利性活动，扭曲了义
务教育本质，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
经济负担，还严重影响教育均衡发
展，加剧了择校热，加剧了教育焦
虑，在义务教育学校之间还造成不
公平竞争。

因此，这些年屡有声音呼吁，严
格规范名校办民校，禁止义务教育
阶段“公参民”。因为义务教育公办
学校的建校资金或是依靠财政划
拨，或是利用国有资源融资贷款，义
务教育公办学校若有足够资金用于

“公参民”，不如直接开办更多公办
学校。而且，举办义务教育是政府责
任，义务教育的投入必须以政府投
入为主，而非高收费。教育关乎群众
切身利益，允许义务教育搞“公参
民”，是在弱化政府实施义务教育的
责任，不符合新时代人们对美好教
育的向往。

基于此，近年来，一些地方已在
整顿义务教育“公参民”学校，要
么退回公办，统一执行当地同类公
办学校招生收费标准，要么与公办
学校脱钩，彻底变民办。这种“非
公即民”“公私分明”的改革在各
地执行力度不一，有的地方已禁止
新办“公参民”学校，有的地方还
岿然不动。此番，《民办教育促进
法实施条例》终于从顶层设计提出
要求，下一步教育部还将出台细化
文件，全面规范“公参民”办学。
相信义务教育“公参民”将会得到
全面整改，值得期待。

义务教育禁止“公参民”是责任回归

闵汝明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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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概况：位 于 药 行 街 临 街 一 层 商 铺 （面 积

123-291 平方米，层高 6.6 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

便捷，配套完善；

拟招业态：金融、商贸、教育、文化娱乐等；

租金要求：面洽，具有一定规模或经济实力的

单位 （个人），租金参照市场从优。

＊欢迎中介推荐

联系电话：87323666

13071979607 许先生

天一广场商圈
旺铺业主直租

【紧接第1版】 宁海双林村和葛
家村列入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名录；萧王庙街道、大碶街
道获评市级乡村全域旅游示范
区，东钱湖、梁弄和墙头通过创
建验收。

见“海”见“河”，
“诗路游”值得期待

美化村容村貌、优化景区景
点、串联古道步道，打造山水朝
圣线、寻幽访古线、踏歌追远线
三条四明山诗路主题线路。修复
提升从天姥山、天台山至宁海的
千年唐诗古道，着力建设宁海西
门——前童梁皇驿——岔路王爱
山——天台山霞客古道，论证并
打造浙东唐诗之路入海标志地
⋯⋯

今年以来，余姚、宁海等地
纷纷推出浙东唐诗之路建设规
划，阳明古镇、慈城骢马河等全
市重点文旅融合项目在“五一”
期间率先亮相，吸引了众多游客

“顺着运河来看海”。
宁波是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历史的“活化石”，又是中国
大运河的南端唯一入海口。宁波
充分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两大
文化 IP 的影响力，大力建设浙
东唐诗之路和大运河诗路。据介
绍，下一步，我市相关部门将按
照省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和浙东
唐 诗 之 路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0- 2022） 要 求 ， 谋 划 、 推
进宁波境内的诗路文化带建设，
指导沿线景区质量提升，丰富文
化旅游精品，开展文化艺术创
作，加快推进沿线重大项目建
设，打造海丝之路宁波文化旅游
博览会、雪窦山弥勒文化节等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文旅融合节庆品
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