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甬江街道河西村农贸路改造工程的顺利进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
关规定，决定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对农贸路（外漕村-梅竹
路）及周边道路进行交通组织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全天禁止一切行
人、车辆在农贸路（外漕村-梅竹路）上双向通行（除河西村
居民及车辆外），受限行人、车辆请绕行兴甬路、梅竹路、北

环西路、聚兴西路等道路。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受交通管制影

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选择好出行线路，遵照现场交通标识
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1年5月27日

甬江街道河西村农贸路改造工程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2021年第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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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晨凯

“各位邻居：本人 5 月 16 日新
婚，宾朋将至，电梯往返 11 楼频
繁，给大家带来不便，还请谅解！
略 备 喜 糖 ， 给 各 位 业 主 沾 沾 喜
气！”前不久，北仑区某小区一部
电梯里出现的“惊喜”，让住户们
回味了好几天 （5 月 25 日 《宁波晚
报》）。

对于这则新闻，网友发了不
少 跟 帖 ， 观 点 基 本 正 面 评 价 为
主：“电梯里的喜糖”是邻里关系

的榜样；促进了邻里交往和社区
参与；好的邻里关系理应如此，
等等。

对过去的邻里关系感同身受的
人，或许对“电梯里的喜糖”还有
一种解读。

不少人应该有这样的回忆：过
去结婚给邻居发喜糖，挨家挨户敲
门，亲手送上，既显得有诚意，也
借此和邻居聊上几句，原本相对陌
生，借这种契机，彼此熟络起来。
很少有人把喜糖统一放在某个公共
空间，留言让人“自取”，那个年

代真要有人这么做，大概率会让人
困惑，甚至被当成恶作剧。

如今，在电梯里“自取”喜
糖，成了和谐邻里关系的榜样，让
人不禁感叹时代实在变得太快。一
方面说明如今邻里之间对彼此还
有所“顾虑”，缺乏一些面对面接
触的“勇气”。借助像电梯这样的

“第三空间”来实现接触和交流，
能够避免尴尬，也能委婉地表达
自己的“热情”。这恰恰反映出了
现代人的心理，也给改善邻里关
系指出了一个方向：多利用好这

样的“第三空间”，给快节奏生活
环境下的邻里提供更多合适的交往
方式。

无论是电梯里“自取”的喜
糖，还是业主微信群里的交流，这
些表达方式不是不好，但终究没有
真正“走进”人们的内心，总让人
觉得这样的邻里关系还少点什么。
很多人怀念过去的邻里关系，更多
的是因其中面对面的交往，简单直
接，一目了然。比如人逢喜事，敲
门递糖，甚至婚宴上有邻居一桌，
这样的场景，是不是美好？

“电梯里的喜糖”有另一种解读

苑广阔

5月25日，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
上集镇丹江孔雀谷发生一起老虎袭
人事件，一饲养员喂养老虎时被咬
伤，两只老虎逃出笼舍。受伤的饲养
员贾某某被第一时间送医，经抢救无
效死亡。两只逃出笼舍的老虎均被击
毙（5月26日《华西都市报》）。

就在两天前的 5 月 23 日，安徽
蚌埠市禹会区的张公山动物园饲养
员在给虎舍打扫卫生时被饲养的老
虎袭击，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3天
之内，发生了两起老虎袭击饲养员，
并最终造成饲养员死亡的恶性事
故。正如有网友所说，老虎是行凶
者、肇事者，但何尝不是受害者？它
们是猛兽，既然能够捕食猎物，自然
也会把人当成猎物，而这种捕猎的
机会，恰恰是我们人类给它们的。

这话非但不冷血，反而揭示了
两起猛虎伤人事件的真相。

我们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也缺
乏对野生力量的敬畏。就以安徽蚌
埠张公山动物园的老虎伤人事故为
例，作为一名喂养老虎 20年的饲养
员，不可能不知道老虎的习性，不可
能不知道喂养老虎过程中应该做什
么、不应该做什么，但还是没有避免

悲剧发生，说到底还是思想上麻痹
大意所致。也许我们远离大自然太
久了，对野生动物失去了敬畏之心。

一些动物园、马戏团等饲养动
物的机构，内部管理存在严重漏洞，
这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
按照有关规定，在饲养猛兽的场所，
猛兽饲养笼舍均设有隔间，以保障
喂食、打扫时做到人兽隔离，避免人
兽同笼，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饲养
员的工作也有一系列管理规范，他
们平时也要熟悉应急预案、接受日
常演练、定期培训等。为什么所有这
些，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说到底，
就是因为相关规定没有落到实处。

因为现实的利益，一些人也忽
视了安全保障。有的动物园、野生动
物园，一到节假日游客人满为患的
时候，就可能存在为了多卖门票多
赚钱而忽视安全的问题。过去很多
动物园还有让老虎和游客合影留
念、让游客骑在老虎身上的生意，其
实就是在利润的刺激下放松安全管
理的表现。

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太沉重，不
能让出笼猛虎“一毙了之”成为整个
事件的终点，希望各地能从这些不
幸事件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排查
隐患，防止悲剧重演。

出笼猛虎被击毙不该是事件终点

易其洋

招生季，在微信上浏览招生信
息，注意到两个“细节”。先是看
到，效实中学的招生章程中说，报
名学生的报名表、个人陈述、获奖
证书等三部分材料，按次序装订，
并特别注明：报名表作为首页，不
需另制封面。在镇海中学的招生章
程中，我也看到了同样的“细节”。

之后，我又在市教育局发布的
幼儿园入园和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章
程中，看到这样一个细节：招生报
名期间，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将为网
上报名有困难的家长提供帮助，详
见各地招生咨询电话。

不知从啥时候起，小孩子入园
入学报名，一些人的报名资料整得

那叫一个“富丽堂皇”，不光有封面，
还有封底，精心设计和打印，装订更
是费了一番功夫。有些家长也把这
样的“过度包装”，当作“经验”传授，
惹得一些家长不得不“特别制作”，
助长了攀比之风，让家长们多花冤
枉钱。两所中学的要求，返璞归真，
是一种纠偏和引导。

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还有家
长不会给孩子网上报名？当然有的，
我们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这样
的情况，此前应该有过，教育局才会
有“提供帮助”一说。

政策具有导向性，不能为坏现
象推波助澜；而服务到不到位，细
节可见真章。两个招生细节，体现
着正确导向和服务真谛，看了，心
中不由得温暖。

招生细节暖人心

徐 川

前段时间，电视剧 《觉醒年
代》 受到了观众的热捧。该剧以
1915 年 《青年杂志》（1916 年改名
为《新青年》） 问世为始，展现了
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
产党成立这一段风云激荡的伟大历
史进程，清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
的全过程。

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剧中
艺术地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
党的史实。

1920年 2月，李大钊送陈独秀
经天津南去上海，在海河边看到流
离失所、沿途乞讨的百姓，听到义
和团幸存者悲怆发问，陈独秀不禁
失声痛哭，下决心要建党。以下是
李大钊 （以下简称李） 和陈独秀

（以下简称陈） 之间的一段对话：
李：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
陈：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武

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
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
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李：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陈：不为什么，我为了他们，
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
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
快乐、人的尊严！

随后，两人在漫天风雪中共同
立下誓言：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
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幸福
富裕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
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
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
复兴，我愿意奋斗终身！

此情此景，让人心潮澎湃，感
慨万千。这是革命先驱在百年前立
下的宏愿，是他们酝酿组建无产阶
级政党的初衷。水有源，树有根。
何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这
就是。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年多
以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如
今，整整百年过去了，一个当时只
有 50 多名成员的弱小组织，已经
发展壮大成为拥有 9000 多万名党
员的大党。在党的领导下，不仅夺
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而且领导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强起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

成就。这些成就，足以告慰先人，
告慰那些曾经为救国救民而四处求
索、不惜牺牲的革命先驱。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回眸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之
所以成为今天的模样，取得今天的
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始终把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作为自己神圣的初心和使命。正
是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为了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
我们的党才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
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走到再远，走到再光辉的
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
忘记为什么出发”。党的十九大以
后，党中央即着手部署在全党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又明确指出，“建立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制度”，其目的就在于告
诫全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
牢记职责使命。

毋庸讳言，现在不少党员尤其
是年轻党员，对于中国为什么会选
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建立中国

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底为了
什么等诸如此类问题，还存在一些
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以至于一遇
风吹草动，信仰上就容易发生动
摇。一些人入党动机不纯，导致脱
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乃至
以权谋私等现象的发生，损害了群
众利益和党的形象，危害了党的执
政基础。因此，在建党百年之际，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可谓正逢其
时，很有必要，对于永葆共产党人
的初心使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越是长期
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
命”，否则“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
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行百里者半九十”，面对更为艰巨
和艰苦的任务，需要我们在回顾党
的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和力量，增
添前行的动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使命，让革命先辈的理想在一代
又一代的接续奋斗中成为现实。

“南陈北李”建党之约昭示初心使命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