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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地名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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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一种公共资源，也是一
种无形资产。2022 年 5 月 1 日，我国
正式实施《地名管理条例》。条例规
定，不以企业名称或者商标名称作
地名。这意味着从今以后，我国各地
地名冠名权将不再轻易出让，企业、
商标类地名将成为历史。

在宁波，以企业命名的地名数
量很少。这些能幸运进入地名的企
业，大多是在宁波发展壮大的民营
企业。经过各自的高光时刻后，这些
企业有的已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仍
在继续发展壮大。它们兴衰沉浮的
表象背后，牵系的是宁波民营企业
发展的历史脉络。

和丰创意广场、正大

社区：留存宁波近代民营

企业记忆

1842 年，宁波成为首批五个通
商口岸之一。在西方资本主义工商
业影响下，宁波私人资本开始涉足
民族工业。出现了通久源轧花厂、和
丰纱厂、正大火柴厂、光明皂烛厂、
钱庄等众多近代民族企业。

1913 年，虞洽卿独资创办三北
轮 船 公 司 后 ，又 投 资 其 他 轮 船 公
司，拉开了宁波股份制企业的舞台

大幕，宁波民营企业发展更是如潮
如涌。文献显示，到 1932 年时，单
单宁波城区工厂已达 158 家。后来
即使遭遇战争重创，至新中国成立
前，宁波仍有 921 家私营企业。

宁波甬江东畔有和丰创意广
场，因地处和丰纱厂旧址得名。1887
年，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厚创办宁
波通久源轧花厂。1905 年，通久源
股东戴瑞卿与其他股东在城郊冰厂
跟建起和丰纱厂。该厂后来成为浙
东纺织重地，是宁波近代工业代表
中“三支半烟囱”之一。和丰纱厂现
仍有办公楼和部分成品车间留存，
是宁波城区规模最大的近代工业车
间遗存。

江北白沙街道有正大社区，因
建 在 原 正 大 火 柴 厂 基 址 上 而 名 。
1912 年，旅日华侨徐惠生租赁江北
泗洲塘自来火厂厂房，创立正大新
公司，生产的“童车牌”等火柴在浙
闽一带几乎家喻户晓，也是近代宁
波名气较大的民族企业之一。

慈溪宗汉街道有史良泰，辖属
联兴村。昔日，有史延魁在此开设酒
厂，号史良泰而名。史良泰酒厂虽不
能和当时宁波城内大企业相比，但
在当地也小有名气，故村以酒厂命
名。

雅戈尔大道、舜宇路：

记录宁波乡镇企业涅槃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大大小小

的民营企业大都改制重组，先后纳
入国有企业之列。改革开放后，随着

市场环境的不断优化，宁波民营企
业再次崛起，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海曙石碶街道有雅戈尔大道，
为 214 省级干道区段。1995 年因雅
戈 尔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而 冠 名 。
1979 年底，石碶镇成立鄞县东海服
装厂，由 54 名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组
建。1985 年，该厂改名为青春服装
厂，以“青春”英文译音“雅戈尔”为
品牌名称，此后该厂由乡镇小厂打
造成全国服装龙头企业。如今，“雅
戈尔”企业仍在继续发展壮大，为宁
波当代杰出民营企业之一。

余姚城区有舜宇路，因舜宇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而冠名。1984，余姚
市成立第二光学仪器厂，这家一开
始只有四间厂房的乡镇企业就是如
今舜宇集团前身。80 年代末 90 年代
初，在新一轮改革大潮中，宁波乡镇
企业纷纷进行经营机制转换。1994
年，第二光学仪器厂和宁波许多乡
镇企业一样进行股份制改造，由乡
镇集体企业转换成民营企业。改制
后的企业以“舜宇”为品牌，大力发
展光学、仪器、光电三大事业，成为
宁波现代高端制造业翘楚之一。

海曙鄞江镇有新蕾北路、新蕾
南路，因路旁新蕾集团公司而冠名。

《宁波市乡镇工业志》记，该企业前身
为鄞县家用电器仪表厂，为鄞江村办
集体企业。1993年，仪表厂改制为宁
波新蕾集团公司。公司生产的电器产
品曾获国家民政部、农业部优质产品
等称号。现公司厂房仍存，门口矗立
有大石，上书“宁波新蕾”四字，为宁
波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所题。

鄞州中河街道有麦德龙路，以
路旁外资超市麦德龙商场而冠名。
宁波境内鲜有外资企业地名，麦德
龙路是个例外。例外背后关联的则
是外资超市进入宁波的记忆历史。
1998 年 ，德 国 麦 德 龙 超 市 落 户 宁
波，会员卡制的消费方式，仓储式的
超市货架，自由走动的选货氛围，让
宁波百姓第一次领略到了异国超市
的风情魅力。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
零售超市在宁波扎营落户，外资超
市和宁波本土超市一样沉沉浮浮，
共同书写着宁波民营零售企业的成
长历程。

私营工业城、投资创

业中心：铺就宁波民营企

业成长之途

在宁波，还有不少工业园区地
名。这些工业园区多为宁波各级政
府设计开发，通过提供良好的基础
设施和优质的服务系统，吸引各类
企业入驻聚集，推动当地工业化水
平的整体提升。

江北慈城有私营工业城，为江北
区级私营工业园区。1993年，原乍浦
乡为发展经济需要，在新华村征用土
地，推行私营企业集中规模经营，故
名。工业城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惠
政策吸引了大批企业落户入驻。1994
年，工业城内建起第一条道路。因处于
新华村境内，又走向横向，故名新横一
路。随着工业城不断扩建，新横二路、
新横三路、新横四路⋯⋯直至新横九
路等园区道路陆续建成。

作为浙江首家发展民营经济的
区级自费开发区，私营工业城为推动
当地民营经济作出很大贡献。但随着
宁波智能制造的兴起，私营工业城和
宁波不少早期开发区一样，面临着园
区环境老旧、企业产能落后等新问题，
期待着新一代宁波人的智慧解决。

江 北 洪 塘街道有投资创业中
心，为宁波现代化制造工业基地之
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宁
波更多民营企业参与到国际经济
中。江北投资创业中心设有外资企
业专区，为外资企业提供适宜他们
发展的设施和服务，吸引了不少外
资企业前来入驻。工业区内有宏图
路、长兴路、开元路等，希冀园区内
中外企业大展宏图，长久兴旺，旗开
得胜，财源广进。

正大社区正大社区、、雅戈尔大道雅戈尔大道、、舜宇路……舜宇路……

记录着宁波民营企业的发展史记录着宁波民营企业的发展史

陈依元

最近，国产航母“福建号”下水，
中国海军“强军梦”又迈出新的步伐。
据福建电视台报道，不少福州市民到
中国近代海军先驱沈葆桢、萨镇冰墓
前献花，摆上新航母照片，众多网友
为之泪目。正如陆游所言，“王师北定
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近代中国“有海无防”，不少国
耻来自海上，如中日甲午海战、中法
马江海战⋯⋯在近现代中国“向海
图强”进程中，一大批志士仁人前赴
后继、英勇奋斗，发挥了中流砥柱的
作用。沈葆桢与萨镇冰，就是其中的
杰出代表。

沈葆桢于 1866 年继左宗棠之
后，接任福建船政大臣并掌管马尾
轮船制造局，曾主持制造木壳蒸汽
舰“万年青”号，这是近代中国海防
工业迈出的第一步。1871 年，日寇
强行占领台湾，谈判无果后，沈葆桢
率 7 艘战舰与 6500 名将士驱离日
军。其后，他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
商大臣，掌管南海海防与南洋水师，
提出造铁甲舰计划。

沈葆桢是颇具战略眼光的中国
近代海军先驱及近代海军教育创始
人，被誉为“中国船政之父”，与丈人
林则徐同为令人尊崇的民族英雄。

萨镇冰于 1859 年出生于福州，
后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学驾驶，与邓
世昌同班，以第一名成绩毕业。15
岁时随沈葆桢巡防台湾，16 岁起即
在福建水师巡洋舰任职。赴英留学
归来后，任南洋水师驱逐舰大副。

1895 年，在中日甲午海战后的
威海卫之战中，萨镇冰所率舰队遭
日寇 18 艘军舰狂轰滥炸，仍坚守不
退。1898 年他被委以重任，重组海
军并任“海圻”号管带；后任广东水
师提督、海军统制（总司令），统领北
洋水师并成立首所海军训练营，培
养了大批海军指挥官。

民国时期，萨镇冰两度任海军
总长，当过福建省省长，代理过国务
总理。萨镇冰力主抗日，新中国成立
前，推动国民党军舰起义，拒绝赴台。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革命军
事委员会委员；归乡后赈灾救民，建

设家乡。1952年，萨镇冰以94岁高龄
谢世，毛主席、周总理均发唁电。

萨镇冰被称为“五朝元老”，亦
是中国近现代海军先驱之一、近代
海军教育奠基人之一。他的故居福
州朱紫巷的萨家花园，现为全国重
点文保单位，走出了十多位海军将
领，有萨镇冰的侄孙、抗日烈士、中
山舰舰长萨师俊和开创我国潜艇制
造历史的萨本炘等。

晚清以来，海军界形成近代中
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福州帮”。

严复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
习，林则徐等人提出海军强国理念。
除沈葆桢、萨镇冰外，还有海军总长
刘冠雄、黄钟英，民国海军部长杨树
庄、杜锡珪、陈绍宽、蓝建枢，海军上
将陈季良等。北洋政府共授予海军上
将8人，其中福州人6人；海军上将加
中将 5 人，福州人 3 人；海军中将 31
人，福州人 17人。“福州帮”构成了一
道追求“海军强国梦”的独特风景线。

近代历次海战，他们都发挥了
重要作用，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中日甲午海战英烈多出自马尾船政
学堂和福建船政学堂。1867 年，马
尾造船厂搬迁至马尾遂改名为马尾
船政学堂，自马尾船政学堂走出去
的将领中，有 7 人在中日甲午海战
中壮烈牺牲，除邓世昌为广东籍外，
其余 6 人均为福州人。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里，一张
福建船政学堂的《甲午海战船政毕
业生参战表》格外醒目。福建船政学
堂毕业生共有 46 人参战，牺牲 16
人。有历史学家感叹，中日甲午海战
是“以一校战一国”。

尚望舟师能再振，一扫倭寇捍
海疆。海军先烈们自强不息、慷慨捐
躯的精神，唤醒着国人“向海图强”
意识的觉醒。抗美援朝期间，萨镇冰
得知人民志愿军大捷的消息后，回
想起当年中日甲午海战，不胜感慨，
欣然命笔：龙游浅水勿自弃，终有扬
眉吐气天。是的，没有前辈们的浴血
奋斗，不会有今天的美好和平；没有
先驱们的筚路蓝缕，不会有今天的
扬眉吐气。

从“有海无防”到向海图强

李萌 李朔

6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
要素作用的意见》，指出数据作为
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
管理等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目前，国内多个地方开始推行
首席数据官制度，这项新制度如何
行稳致远、发挥应有作用，需要加
强研究和跟踪评估。

政府首席数据官与企业首席数
据官的职能有所不同。企业首席数
据官更多考虑数据利用的效率和效
益，重在推动实现业务价值；政府
首席数据官则旨在促进数据共享和
透明度，提高数据驱动的决策质
量，更多考虑数据发展的责任和安
全。

从国外实践看，2014 年洛杉
矶市长提出首席数据官的目标是管
理数据，建立“一种由数据驱动的
创新与卓越文化”；芝加哥市首席
数据官办公室的使命则是“利用数
据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城
市运营效率”。

对于当前国内各地政府推行的
首席数据官制度而言，其首要任务
是解决“数据孤岛”问题，打破数
据资源及开发利用的条块分割、各
自为政、零敲碎打的碎片化模式，

形成整体联动、高效协同、安全可
控的数据治理强大合力。

从目前国内试点地区方案来
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工作目
标基本聚焦在“明确职责范围，健
全评价机制，创新数据共享开放和
开发利用模式，提高数据治理和数
据运营能力”上，重在推进数据要
素有序流通，激发数据要素潜力，
释放数据要素红利，助力城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长期而言，政府首席数据官应
注重促进数据共享和透明度，加强
数据驱动的决策，同时保障数据隐
私与安全。从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内
容设定看，不同城市也有所不同。
比如，广州主要是建立上下贯通的
首席数据官组织体系。深圳主要是
建立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推进智
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完善数据
标准化管理、推进数据融合创新应
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

目前全面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
还面临许多挑战，需要及时采取有
效举措加以克服：一是加强专业人
才培养培训。对数据、信息的管
理，比对人、财、物的管理更加复
杂，它的专业门槛更高，人才是该
制度推进的关键；二是建立健全数
据安全及数据隐私保障制度。这需
要在数据管理规制、专业技术培
训、行业标准建设等方面同时跟进
和配套；三是加快探索首席数据官
评价机制。国内深圳、佛山、杭州
高新区等地对首席数据官考核评
价、绩效测评做了一定探索，但评
价考核内容及手段还比较传统，适
合数字化时代特点的评价内容、标
准、机制等需要加快探索实施。

来源：上观新闻

“首席数据官”究竟有何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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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贵

战国初年，齐宣王到社山打猎，
当地一些父老乡绅前来请安。宣王
以免缴田租作为赏赐，众人拜谢，唯
独闾丘先生不拜。宣王以为他嫌赏
赐太少，就又下令免除徭役，众人再
次拜谢，可那位闾丘先生仍然直挺
挺地站在那里。

宣王觉得奇怪，就问您还不满
意，难道我这样做有什么过错吗？闾
丘先生答，我希望您能让我长寿，让
我富裕，让我尊贵。宣王说，人的寿
数由天注定，不是别人能给的，我无
法让先生长寿；仓廪虽丰实，那是国
家防范天灾的，我无法让先生富裕；
朝中大官尚无空缺，小官又够不上
品位，我也无法让先生尊贵。

闾丘先生说，如果您能选用执

法公允的有德之人为官，这样我们
就能活得长久了；如果您能根据季
节忙闲不误农时地征调民力，这样
我们就会更富有了；如果您能颁布
法令，在国中弘扬敬老尊长之风，我
这把年纪的人自然就尊贵起来了。
至于免除田租徭役，只会使国库空
虚、公务无人差使，这本来就不是我
敢奢望的。

闾丘先生的这番道理，讲得多好
啊！在齐宣王征询意见时，这位老先
生一上来，不是讲道理，而是提要求，
狮子大开口，口气大得不着调。接下
来，他却把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不仅
顺畅自然，而且入耳中听，令人折服。

茫茫大千，攘攘尘世，道理无处
不在。人生天地间，不懂道理，不讲

道理，是行不通的。可有人往往把讲
道理与空洞玄虚、枯燥乏味的说教
等同起来，产生反感，甚至不屑一顾
地说，“少给我讲大道理”。事实上，
令人生厌的不是道理本身，而是讲
道理方式。无论是日常交流，还是讲
座辩论，只要掌握了说理技巧，就能
片言服众。

古人会讲道理，最典型的当属庄
周。他讲道理，具有微言大义的启智
作用。阅读庄子的寓言，是一件很享
受的事情。看过“庖丁解牛”，不仅对
其中的道理心悦诚服，而且深为庄子
论道的艺术魅力所折服，真正领略到
什么是“道之妙”，什么是“理之美”。

那么，道理魅力何在，有何美妙
可言呢？道理借助形象美。《论语》一

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说教，却不是抽
象的说教，而是在赋比兴中达到说
理的目的。譬如，“逝者如斯夫，不舍
昼 夜 ”“ 岁 寒 ，然 后 知 松 柏 之 后 凋
也”。道理具有逻辑美。缜密的逻辑
能让讲出来的道理无懈可击，产生

“妙语惊四座”的效应。道理也有韵
律美。《道德经》洋洋五千言，采用的
是韵文哲理诗体，古代的蒙训读物

《三字经》《千字文》等，采取韵白的
方式，向少不更事的孩子们讲述人
生大道理。

黄庭坚诗云：讲得天雨花，说得
石点头。南朝时，高僧云光在南京石
子冈讲经，能让天花乱坠；竺道生在
苏州虎丘说法，使得顽石点头。所述
虽系传奇，但说理的魅力，可见一斑。

向古人学习讲道理

和丰纱厂旧址和丰纱厂旧址 （（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