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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 言

近日，庄桥街道广泰社区女
社工何婷婷挺身而出，怒斥地铁
偷拍男，并勇敢与他对峙、周
旋，把他送至铁路派出所，使他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网友称赞何
婷婷“霸气十足”。

宪 法 、 刑 法 、 治 安 管 理 处
罚法，都对偷拍这种侵犯人格
权、隐私权的行为有明确的禁
止性规定，民法典更是明确规
定不得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
私密部位。

我们都知道见义勇为是一种
英雄的气概，我们都知道偷拍行
为猥琐龌龊，但为什么有人选择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人选择挺
身而出与之斗争？因为路见不平
吼不吼，不光是一种价值取向选
择，也包含对自身的利益衡量。

一些人很想吼，但转念之间
又想，如果我吼了，别人不吼，
成了我一个人在战斗，两个人搏
斗起来，说不定不是对手，到头
来吃亏的是自己。这就造成了对
公共场所违法犯罪行为经常出现
的“集体沉默”。

如何让公众面对违法犯罪的
时候，在“仗义出头”和“明
哲 保 身 ” 之 间 作 出 正 确 选 择 ，
靠 的 不 光 是 价 值 取 向 的 宣 传 ，
而是让敢于仗义的人得到相应

的荣誉，让违法者得到应该的
惩处。

很多事例告诉我们，关键要
有人吼出第一嗓子。只要有人
吼、敢于吼、大家就会一起吼，
很多坏人就会被吓退、被制服，
很多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

我们不但要为何婷婷敢于豁
出第一嗓子的“霸气”点赞，更
要为她在整个过程中录下违法过
程的“证据意识”点赞。与违法
犯罪行为作斗争，不仅需要勇
气，还需要法律技巧。

地铁偷拍
必须让龌龊人及时得到惩罚

张 弓

我的老乡林宇晧，送
我一部他新近出版的书
——《茶语》。

说实话，我对茶的关
注，一直不多。年轻时也
喝茶，但上了点年纪后，

发现喝茶影响睡眠，尽管很多人说喝茶好处
多多，还是戒了。因此关于茶叶的书，平时
也很少涉猎。

听了林宇晧对这部书的介绍，以及他的
老局长的极力推崇，让我对《茶语》产生了
悬念。吃过晚饭，坐在沙发上，就把它拿了
出来。先看序言、后记，再浏览各个章节
……发现其中还是有不少我感兴趣的内容和
观点，于是就细读了起来。

《茶语》 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今年六月
出版，浙江省政协原主席、中国国际茶文化
研究会会长周国富为它作序。全书分六章，
分别是产业、历史、人生、文化、交流合
作、发展战略，计24万余字。

编著者林宇晧，毕业于原浙江农业大学
茶学系，曾获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大部分
时间从事茶业的行政管理工作，担任过宁波
市原林业局副局长，现任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特聘教授，
组织开展过宁波市“八大名茶”评比活动，
组织实施宁波国际茶文化节，并推广“宁波
茶艺大赛”“茶文化进学校、社区”等在全
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活动。

林宇晧不仅是分管茶业工作的政府官
员，还对茶产业、茶文化很有研究。他学
茶、事茶、爱茶、写茶、研究茶，至今共发
表关于茶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十余篇，参与
编辑有关茶的著作5部。他还是国家一级评
茶师、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国
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是一位
具有丰富茶业知识和深度研究能力的专家型
官员。可以说，他对浙江尤其是宁波的茶业
发展，投入了大量精力，作出了不懈努力。

在《茶语》一书中，林宇晧不仅对中国
尤其是浙江茶产业、茶文化发展的历史和实
践，进行了提炼总结，而且对我国颇具特色
的茶文化在对外交流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加
以回顾和肯定；不仅展示了中国茶产业在发
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发挥的重要作
用，而且对茶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观所承担的媒介和载
体角色，给以生动阐述，并提出了新的观
点。全书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吸收了国内
茶业方面多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引用了大
量的权威资料，使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
说服力。书末罗列的参考文献多达 38 条。
其中有的是一篇文章，有的是一期杂志，有
的就是一部专著，如 《西湖龙井茶》《宝庆

四明志》《中国茶文化》《两访中国茶乡》，等等。
作为一名读者，对本书从茶产业、茶文化引申至茶的核心价值的论

述，感到颇有新意。书中引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茶业的一些重要论述，
如 2013年 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
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2018年 5月，在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
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
建设”。全书以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为主旨与引领，展开对茶与产业、
茶与文化、茶与生活、茶与观念的陈述与论
证，并提出中国茶的核心价值是“东方美学
生活方式”，品牌概念为“和而不同”“和谐
共生”，把中国传统文化对茶的认识，融入
中国价值体系中所要求的包容、和谐、自
然、自由、善良、审慎等更高层面，使这部
关于说茶的著作，不仅具有较高的专业水
准，而且具备较强的理论力度。

茶，始于中国，却从远古时代起就远播
世界。茶，发展至今日，它的内涵早就超越
单一饮品的范畴，而延伸至经济、政治、历
史、文化、外交等领域，体现着“山水林湖
田草是生命共同体”的哲学理念。由此看
来，我的戒茶旧习必须得改一改了。

﹃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是
生
命
共
同
体
﹄

—
—

林
宇
晧
《
茶
语
》
读
后

赵继承

最近，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
根据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上的
网友投诉，曝光了一些地方环境卫
生脏乱差、场所及周边管理混乱等
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不少“问
题单位”为老面孔，暴露出的问题
也大多是反复抓反复改的顽疾。

同类问题在同一地点反复出
现，暴露出相关整改工作流于形式，
以致“责任书”“时间表”“路线图”等
成为空谈，解决思路和方式流于形
式、浮在表面，却忽视具体举措与效
果。

比如，有的把一层一层转发问
题当成完成整改任务，整改效果咋
样却不跟踪、不较真；有的责任单位

就事论事，不认真查找症结，不制定
长效治理措施，导致“压下葫芦起了
瓢”；有的问题基层难以解决，上级
部门工作却跟不上，只能让问题处
于“协调解决中”“等待上级明确”等
状态。

发现问题并不难，关于是能够
及时有效解决，这才是应该追求的
治理能力。任何一级部门或单位不能
只当“二传手”，把问题交代下去、把
整改措施提出来就算了事，而应“一
竿子插到底”，问题不彻底解决不放
手。作为责任部门或单位，不但应及
时发现问题、保质保量完成整改任
务，还要举一反三，制定管用机制，防
止同样问题再次出现。总之，文明创
建过程落细更要落实，整改问题要动
真碰硬，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问题整改落细更要落实

卢玉春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本
分，更是必备的政治品格。“一百
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
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在今年的

“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
记再提“对党忠诚”。

对党忠诚，不是比嗓子，而要
真情实意。对党忠诚，是指真忠
诚，不是假忠诚。习近平总书记曾
批评有的党员干部是“表态多调门
高、行动少落实差”，这类党员干
部就是假忠诚。

一种是，说得好、做得差。说
时天花乱坠、胸脯拍得山响，做时
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一种是，说
得多、做得少。说起来甲乙丙丁、
一二三四，开空头支票，做起来挑
三拣四、拈轻怕重，能省则省，能
躲则躲。

还有一种是，说一套、做一

套。只是说给别人听，自己也不
信；只是要求别人做，自己却不
做。从那些“老虎”“苍蝇”的悔
过书中，就能看到这一点。

老一辈革命家陈云说过：“如
果党员可以说假话，可以欺骗自己
的组织，又怎能不让群众怀疑这个
政党会欺骗他们从而不信任这样的
党组织？”只有对党具有深厚感情
并保持绝对忠诚，才是最根本最朴
素最真切的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
最起码的政治特质，是爱党爱国爱
人民的根本前提。

对党忠诚，不比调门，并不是
说不要说、不要表态，一定的说或
表态，无可厚非，关键是不要假大
空，而是要真心实意、发自内心。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
与党同心同德，确保政治信仰不
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
偏；始终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始终不说违背党的规矩的
话，不做违背党的纪律的事，不当
破坏党的原则的人。

对党忠诚，不是装样子，而要

真抓实干。对党忠诚，说，不要假
说；干，就要真干。真抓实干，才
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根本。具体
工作中，应防止和克服几种倾向：

纸上谈兵。有的谈体会、说思
路，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但像赵
括那样，那些理论、那些想法，一
旦与实际结合，就会出丑，就不管
用，就要打败仗。

照搬照抄。习近平总书记在一
次重要讲话中，引用了一副对联，
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
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
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为
什么现在文件、会议还是很多？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发个文、开个
会，恐怕是最“省事”的落实，也
是最“讨巧”的落实。如果让这种
落实成了风气、成了习惯，不去考
虑实际情况，“上下一般粗”，那就
是最容易出问题的落实。

蜻蜓点水。做工作，就是深不
下去，浮于表面。了解情况，知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调查研究，既
怕苦又怕累，不愿到基层、到一线

“解剖麻雀”，最终只能是闭门造
车。

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
利，是党员干部的天职，不干就是

失职，真抓实干才算尽职。无论组
织上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都要在
其位、尽其责，用实实在在的工作
成绩，体现对党忠诚。

对党忠诚，不能是草包子，而
要有真才实学。踏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宁波提出
要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这就需
要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高素质城市
管理者和建设者，一任接着一任
干，一棒接着一棒跑。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
人，人民是阅卷人。要答好新时代
的宁波发展考卷，光有热情还不
够，还得肚子里有货——拥有真才
实学。当然，一个人的能力有大
小、本领有高低，但只要肯学习、
善钻研，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
么补什么的韧劲，工作起来就会有
底气，也才能干出成绩来。这样，
对党忠诚，也不至于成为一句空
话。

对党忠诚要讲“真”重“实”

慈湖人家二期以西区域改造项目已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正式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为保证房屋征收工作顺利
进行，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依据《浙江省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办法》等有关规定，将公开选定房地产评估机构，现
就公开报名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慈湖人家二期以西区域改造项
目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共约 8.3 万平方米，涉及被征收
人数量为 9 户。

二、资质要求：具有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三级以上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并列入 2021 年宁波
市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名录，具有 2 名以上有房屋征收评
估经验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信誉良好，业务规范，
无不良信用记录。

三、报名时间：2021 年 8 月 25 日上午 8:30—8 月 27
日下午 3:00。

四、报名地点：江北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深悦
商业广场 7 幢 432 号 13 层）。

五、其他：
1、报名时请随带房屋征收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名表、

企业营业执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拟参加本项
目估价的注册评估师资格证书、评估员资格证书原件及
复印件。

2、上述项目若在共同协商选定环节中，协商一致产
生评估机构，该项目后续公开选取程序自行终止。

联系人：夏老师 联系电话：89582760
宁波市江北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

2021年8月25日

关于慈湖人家二期以西区域改造项目
选定评估机构公开报名的公告

规划康桥南路东侧地块改造项目（国有土地部分）
已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正式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为保证
房屋征收工作顺利进行，保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依据

《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等有关规定，将公开选
定房地产评估机构，现就公开报名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规划康桥南路东侧地块改造项
目（国有土地部分）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共约 15.3 万平
方米，涉及被征收人数量为 22 户。

二、资质要求：具有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
发的三级以上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并列入 2021 年宁波
市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名录，具有 2 名以上有房屋征收评
估经验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信誉良好，业务规
范，无不良信用记录。

三、报名时间：2021 年 8 月 25 日上午 8:30—8 月 27
日下午 3:00。

四、报名地点：江北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深
悦商业广场 7 幢 432 号 13 层）。

五、其他：
1、报名时请随带房屋征收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名表、

企业营业执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拟参加本项
目估价的注册评估师资格证书、评估员资格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

2、上述项目若在共同协商选定环节中，协商一致产
生评估机构，该项目后续公开选取程序自行终止。

联系人：夏老师 联系电话：89582760
宁波市江北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

2021年8月25日

关于规划康桥南路东侧地块改造项目（国有土地部分）
选定评估机构公开报名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