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9期（总第439期） 2021年5月20日出版

官方微博二维码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2001号行政中心1号楼C417室 邮政编码：315040
公报电子版网址：http://www.ningbo.gov.cn/col/col1229487918/index.html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bzfgb

宁波市人民政府公报室
官方网站二维码

市政府文件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黑名单”管理办法的通知》的决定

（甬政发〔2021〕17号）⋯⋯⋯⋯⋯⋯⋯⋯⋯⋯⋯⋯⋯⋯⋯⋯⋯ （3）

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部分重点领域市与区县（市）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

（甬政办发〔2021〕26号）⋯⋯⋯⋯⋯⋯⋯⋯⋯⋯⋯⋯⋯⋯⋯⋯ （3）

部门文件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宁波市高技能人才公共

实训基地运行管理绩效考核试行办法》的通知
（甬人社发〔2021〕11号）⋯⋯⋯⋯⋯⋯⋯⋯⋯⋯⋯⋯⋯⋯⋯⋯（21）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创业培训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

（甬人社发〔2021〕12号）⋯⋯⋯⋯⋯⋯⋯⋯⋯⋯⋯⋯⋯⋯⋯⋯（25）
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公布 2021年度宁波市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的通知

（甬退役军人局发〔2021〕16号）⋯⋯⋯⋯⋯⋯⋯⋯⋯⋯⋯⋯ （30）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财综〔2021〕282号）⋯⋯⋯⋯⋯⋯⋯⋯⋯⋯⋯⋯⋯⋯⋯⋯ （31）

NINGBO DAILY4 深度/广告
2021年6月1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王 芳

本版图片由市档案馆、象山县档案馆提供

500余件红色档案见证光辉历史

在记忆深处，寻访红色根脉
记者 王佳 通讯员 袁圆 毛芳芳

“王家谟烈士手迹”“冯和兰烈士狱中书信”“忍痛

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进军浙江解放各城市经过

要图”……近日，宁波市档案馆联合区县 （市） 国家

综合档案馆，集中公布了一批馆藏的红色档案。

这批档案共计 500 余件，再现了大革命、土地革

命、全民族抗战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不同历

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守初心使命，谋求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壮阔图景。

翻开一页页泛黄的纸张，我们循着历史痕迹，重

温档案里的“红色记忆”。

“浙江小同乡”，这是 1927
年 1 月在上海参加党训班时周恩
来对王家谟的爱称。王家谟，中
国共产党象山党组织的创始人之
一，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
记，牺牲时年仅 21 岁。

象山县档案馆珍藏着他手写
的 《国民革命与农工运动》。文
章中，王家谟旗帜鲜明地指出：

“最有革命 （性） 的农工阶级，
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农工阶级，是
国民革命的成功的战士！”这篇
闪烁着马列主义光芒的战斗檄
文，是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批判反
动思潮的文章之一。

年轻的王家谟能写出 《国民
革命与农工运动》 绝非偶然。在
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对理想
信仰坚定如磐。当中国革命跌入
低谷、白色恐怖笼罩各地之时，

王家谟依然坚持去一些县市了解情
况，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工
农运动。

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中国共
产党一大优良传统——非常重视理
论 学 习 和 社 会 调 查 。 早 在 1925
年，他就深入农村，与贫苦农民、
木匠等促膝长谈，历时数月，写出

《农民调查》《经济破产之象山社会
状况》 等调查报告。上调浙江省委
后，他也不忘做社会调查，代表省
委向中央写出 1.7 万余字的 《七月
份报告书》，详尽分析了四一二反
革命政变后浙江的政治、经济、军
事形势，尤其是在“农村状况和农
民运动”部分，分析得更加细致入
微。

每一份档案背后，都有一段独
特而深刻的历史记忆。

在鄞州区档案馆，珍藏着一封

红色档案记录了什么？

有初心印记有家国情怀

著名革命家沙文汉写给大哥沙孟海
的家书。出生于鄞县塘溪镇的“沙
氏五杰”，老大沙孟海，成长为一代
书法大家；老二沙文求、老三沙文
汉、老四沙文威、老五沙文度，在母
亲陈龄的支持下，相继参加革命。

1928 年 ， 沙 文 求 不 幸 被 捕 。
此前，他前往广州支援北伐，随后
又参加广州起义，两年间数次逃过
敌人追捕。哥哥沙孟海曾写信劝其
回上海避险，但他仍坚持斗争。审
讯中，面对酷刑，沙文求视死如
归、坚贞不屈，不久被敌人杀害于

广州红花岗，年仅 24 岁。
沙文求的壮烈牺牲，使全家陷入

了巨大的悲痛，沙孟海因自责没有照
看好二弟而痛不欲生。1928 年底至
1929 年 6 月，沙文汉强忍伤心，连续
去信劝慰大哥，这封家书就是其中之
一。

信中写道：“仲兄留粤不归乃致
于死非兄之过。”“仲兄之为人也，重
于精神而轻物质。”，字里行间，有对
大哥沙孟海的宽慰，也有对二哥沙文
求献身革命的充分理解和坚定支持，
深深的家国情怀溢于纸间。

这些珍贵的档案，源自何处？
如何流传至今？

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该
馆现存的革命历史档案是原宁波地
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移交过来的。

原宁波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
成立于 1957 年 1 月，由地委常委委
员陈布衣具体负责领导。据介绍，
此项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
从上到下成立组织，抽调力量研究
情况，制定计划，并在机关干部中
开展宣传、访问；第二，在农村全
面开展征集工作，特别是革命老
区，利用各种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
宣传，通过小组座谈会、写信联系
等方式，向老同志了解各地党的历
史；第三，由农村转入城镇，请机
关及社会各界人士撰写回忆录，提
供线索，同时整理大批旧政权档
案，从中寻找革命历史资料。

“ 在 此 基 础 上 ， 边 收 集 边 整
理，逐步充实完整。”市档案馆工
作人员说，这批红色档案都珍藏在

“特藏室”。档案库房在防火、防
水、防有害生物等方面有严格要
求，他们在清点、整理、调阅、利
用珍贵档案时，必须佩戴手套，保

护档案实体。
“馆藏中，不少民间档案是由老

百姓捐赠的。比如这张珍贵的 《淮海
战役党员证》，是它的主人韩玉山老
人亲手交到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记
得很清楚，10 年前，市档案馆公开
向社会征集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地文
物。年过八旬的韩玉山老人得知后，
将珍藏了 60 余年的泛黄的证书送到
市档案馆，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珍
藏，更是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韩 玉 山 1947 年 参 军 时 年 仅 19
岁，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那战争年代，没有入党宣誓仪式，也
不能公开自己党员的身份，唯一能提
供身份证明的就是这份中共临时党员
证。在危机四伏的战争时期，韩玉山
曾用纸和布将这些“宝贝”包裹了一
层又一层，收在背包里，片刻不离
身。

余姚市档案馆珍藏着一盘极其珍
贵的电影胶片，全片放映长度两分零
六秒，画面展示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
期毛泽东深入山村、工厂、商店视察
的情景。这盘胶片是 2007 年许炜老
人捐赠给该档案馆的，此前，老人将
这盘电影胶片珍藏了 40 多年。

红色档案从何而来？

有官方保存有民间捐赠

档案公开的意义，除了触摸历
史，更多的是从遥远的文字与影像
中感知前行的力量。

在市档案馆中，珍藏着冯和兰

烈士的狱中书信。
“春假一别，竟成永诀。今天要

说的话毕竟是太多了，但已经来不
及，同时也不允许我说，引以为憾！

红色档案有何意义？

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我是牺牲了，望各位不要难过。
惟望缘、平两儿多照顾，等他们
长大成人，请告诉 （他们），我
是为了人民顾不得儿女，请他们
原谅我。别的不啰嗦了，望你们
善自珍重。”

寥寥数语，感人至深。冯和
兰 烈 士 ， 鄞 县 石 碶 冯 家 村 人 ，
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书
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47 年 4
月不幸被捕，同年 11 月在宁波江
北岸草马路就义，时年 30 岁。

“这是冯和兰烈士戴着手铐
脚镣，被押上汽车临刑前，在狱
中写下的最后一封信，纸短情
长。”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说，冯
和兰烈士在狱中的书信，馆内珍
藏的不只这一封，他们也不是第
一次见到这封信，但每次读罢都
很感动。

在狱中写信给家人，必须经
过狱方检查。在一封写给姐妹的
信中，冯和兰借谈佛经来喻志，

“许多人生前刻苦修行，为的是
怕入可怕的地狱，其实能够入地
狱的人还是幸运的，因为佛云：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千
万苦难众生，挺身而步入地狱，
佛是何等伟大的行动。”为了普
天下劳苦大众得到解放而牺牲自

我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
每一份档案背后，都有一段真

实 的 记 忆 。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后 的
1945 年 9 月，为了全国的和平大
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1 万余人
和党政机关及地方工作人员 5000
余人奉命北撤。同年 10 月 1 日，中
共浙东区委机关报 《新浙东报》 刊
登了 《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
书》。

《告别书》 中写道：“中共中央
与本军军部，为避免内战，力求全
国和平建国的新时期早日到来，乃
毅然作最大的忍耐和让步，命令我
浙东新四军与抗日民主政府即日起
全部退出浙东。”展现了中国共产
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相忍为国的
良苦用心。“我们巴望我们的退让
能够换得全国的和平，能够减少人
民当前的损害，我们将能在独立、
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自由空气
中，再回来与各位畅谈衷情。”纯
朴自然的话语，表达出中国共产党
人真诚、无私的胸怀，以及对美好
前景的真切期盼。

红色档案就是“活”着的历
史，它们当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
念、优良革命传统、顽强战斗作
风，正是赓续不断的红色血脉、继
续前进的精神动力。

《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

《进军浙江解放各城市经过要图》

冯和兰烈士致母亲的信。王家谟烈士手迹——《农民生活之研究》（部分）。

【紧接第1版①】用小故事讲好大道
理，以小切口反映大发展。

“今年恰逢建党百年，我们期待
‘潮涌’青年理论宣讲团紧握大旗，
贯穿让理论传播有朝气接地气的要
求，讲透创新理论、讲活百年党史、
讲清政策法规、讲好机关故事，让党
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市
直机关工委负责人如是说。

目前，市直机关“潮涌”青年理

论宣讲进基层活动已前往中小企业
集聚区、拆迁安置区、商业核心区、
建筑工地、红色教育基地等处，平均
每场现场受众 100 余人，网络观看
关注超过 40 多万人次，赢得了好评
和口碑。

不仅如此，主办方还将党史学
习教育宣讲“六进”活动和“三服务”
志愿服务活动相结合，在宣讲的同
时发挥机关各职能部门优势，在基

层开展政策解读、司法援助、医疗卫生
等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将“我
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

在“潮涌”青年理论宣讲团的带动
下，文旅党史宣讲团、税务青年宣讲
团、财政党史宣讲团等机关青年宣讲
团纷纷组建。截至目前，市直机关共有
861 名“8090”宣讲员，开展各类党史专
题宣讲 386场，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学起来”“讲起来”“做起来”。

【紧接第1版②】从一支民间自发的
小分队发展到如今数百人的大部队，
九龙湖黄背包志愿者累计开展各类
环保行动412次，清理山林垃圾10余
吨，每年志愿服务时长逾 6000小时，
团队负责人秦红波获评“全国十大最
美河湖卫士”。去年，镇海开展煤尘整
治监督等生态环境志愿活动 120 余
次，参与群众 2000 多人次，“生态文

明共参与”在全区蔚然成风，并化为
更多市民的自觉行动。

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进一步
拓宽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
化通道，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不
断提升，迈向共同富裕之路行稳致远。
端午时节走进澥浦镇十七房村，碧波
悠悠，杨柳依依。“村里的环境越来越
好，游客也越来越多，我的冻米糖成了

抢手货。”做了 50多年冻米糖的村民刘
国文如今年收入15万元，“老刘冻米糖”
更成为全国闻名的宁波网红食品。生态
富民从愿景变为实景。去年，镇海村均集
体经济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分别达516
万元、307万元，位列省、市第一梯队；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 4 万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76:1，连续
16年呈缩小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