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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党章守护者宁波人张人亚》后续

有谁知道
“条洒”
这个地方？

本报联合《江南都市报》一起寻找张人亚遗骸的下落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昨天，本报 A02、
张人亚殉职后，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A03 版刊登了《第一部党章的“神秘守护人”
是宁
时中央政府还于 1933 年 1 月 7 日，在其机关报
波人张人亚》的报道，同时开始着手寻找张人亚 《红色中华》上刊登过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悼词。
遗骸的下落。
按常理判断，应该有同行者将张人亚殉职的消息
据已有的考证，张人亚于 1932 年 12 月 23
带回江西瑞金，也就是说当时应该有人知道张人
日，在由江西瑞金前往福建长汀苏区的途中，积
亚被葬在何处。
劳成疾而病逝。
然而，记者从北仑区党史办了解到，在他们
从江西瑞金到福建长汀，沿途多是崇山峻
考证过程中，并未发现任何关于张人亚埋葬地的
岭，张人亚究竟会被葬在何处？眼下所能获得的
记录。他们也曾去翻过刊登悼词的《红色中华》，
线索十分稀少。
上面也没有提及和埋葬地有关的信息。
北仑区党史办之前也曾对张人亚的生平事迹
记者在网上寻找关于张人亚埋葬处的线索
进行过考证。张人亚曾在瑞金工作的信息，差不
发现，2014 年，
《瑞金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张
多是在 2000 年以后才被知晓的，
而此时距离张人
人亚的后人曾在一篇网络文章中了解到，张人亚
亚殉职已经过去近 70 年。即便跟张人亚共过事
是在一个叫做“条洒”的地方殉职的。只是，张人
的人仍然在世，
年纪也差不多在 90 到 100 岁。
亚的后人不能确定“条洒”是确凿的地名，还是方

言谐音，
因此一直没有找到相对应的地方。
“条洒”这个线索可能也是目前最为接近张
人亚埋葬地的。记者也询问了江西籍的同事，不
排除其是“樵舍”的谐音。而在江西南昌的确有
个镇叫做樵舍镇。对当地方言或情况有更多了
解的江西朋友，可以向本报提供更多的线索，本
报热线电话 87777777。
此外，昨天本报也和《江南都市报》取得联
系，开展两地媒体的互动，由他们帮忙寻找更多
关于张人亚埋葬地的线索。本报也将对此事进
行持续关注和报道。

喜迎十九大
让党章守护者回家

我市范围最大棚改项目今起启动
涉及 10 个区块约 4000 户居民
本 报 讯（记 者 周 科 娜 通 讯 员 周 子
俊） 曙光一村、史家新村、王隘一村、潜龙社区、
雷公巷……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老小区，因为基
础设施陈旧、地势低洼、危房隐患等问题，居民对
提升居住条件的愿望强烈。昨天，记者从市征收
办获悉，从今天起，我市中心城区范围最大的一
次房屋征收（棚户区改造）启动，上述小区统统在
征收范围之内，共包括 10 个区块，惠及住户约
3912 户，非住宅约 117 户。
根据鄞州区人民政府的危旧房改造项目房
屋征收决定，这 10 个区块位于鄞州区的东胜街

道、百丈街道和白鹤街道，分别为：东胜街道的曙
光一村、曙光二村、曙光三村、曙光四村、史家新
村；白鹤街道的王隘一村、王隘二村；百丈街道的
雷公巷地块、潜龙社区危旧房改造二期，及百丈
东路 104 号地块 A 和 B 项目。
曙光一村至四村涉及到的住宅户数最多，共
计 1785 户，其中曙光一村住宅涉及 495 户、二村
涉及住宅 411 户、三村住宅 399 户，四村住宅 480
户；其次是王隘新村共计 1357 户，王隘一村和二
村分别涉及住宅 668 户和 689 户；史家新村涉及
住宅 438 户，雷公巷地块涉及住宅 260 户，潜龙

社区住宅涉及 4 户，百丈东路 104 号地块 A 和 B
项目涉及住户 68 户。另外，这些区块还包括非
住宅户 117 户。
今天起，这 10 个区块正式启动征收，项目的
签约期限为 45 日。在签约期限内所有被征收人
签约比例达到 80%的，补偿协议生效；未达到
80%签约比例的，补偿协议不生效，项目房屋征
收决定效力终止。
搬迁期限为，
签约期限内达到 80%签约比例
之日起至签约期限届满之日后的 60 日。具体签
约、
搬迁期限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宁波全国科普日活动 9 月 16 日至 22 日举行

全城参与百项科普盛宴
本报讯（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王国英） 全城
参与百项科普活动的机会来了。昨日，记者从市科协
了解到，2017 年宁波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将在 9 月 16 日
至 22 日期间集中展开。市各级科协系统紧紧围绕“创
新驱动发展，科学破除愚昧”主题，将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近百项科普活动，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幼小孩童，都
可以成为百项科普活动的主角。
宁波市本级全国科普日活动在 9 月 16 日科学探索
中心万人广场（宁波市宁穿路 1800 号）举行。在这里，
有小朋友们喜欢的科学游乐园，有老年朋友们关心的
“老年人智能手机竞赛”，同时还将开展名医坐诊等广
场宣传活动。
对孩子们来说，宁波的全国科普日活动上将游乐
园、DIY 手工坊以及科学实验室都搬到了“家门口”，不
用出远门，各种科技游戏和科学体验活动都可以玩个
尽兴。据市科协工作人员介绍，色彩工坊、科学实验

●相关链接

室、动手作坊、、数独棋、涂色游戏、DIYT 恤/环保袋、
扎染体验、DIY 玩偶、DIY 钥匙包和手机壳、汽车华容
道、多米诺骨牌、VEX 和 IQ 机器人等这些活动都将全
面开放。
而宁波科普日活动不光是孩子们的科学盛宴，老
人也有机会“嗨”
一番。2017 年市政府十大民生实事工
程——
“千场万人智能手机知识普及工程”也将来到科
普日现场，平均年龄为 66 岁的老年人将进行微信操作、
拍照、购物、天气查询、滴滴打车、医院挂号、12306 铁路
APP 等常用功能的大竞赛。
此外，由科学家担任讲师团成员的科普大讲堂将
来到我们的身边，为市民带来国防科技、航空航天、机
器人等多个专业科普讲座。而科普大篷车将去农村学
校、外来民工子弟学校、山区学校，为孩子们带去科普
剧表演、创客课程、流动少年宫等，还将向同学们赠送
文具和科普展板。

全国科普日的由来

全国科普日由中国科协发起，全国各级科协组织
和系统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
布和实施而举办的各类科普活动，定在每年 9 月的第三
个双休日。 2002 年 6 月 29 日，我国第一部关于科普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颁布
实施。2003 年 6 月 29 日，在《科普法》颁布一周年之际，
为在全国掀起宣传贯彻落实《科普法》的热潮，中国科
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科普活动。从 2005 年
起，为便于广大群众、学生更好地参与活动，活动日期

由原先的 6 月份改为每年 9 月第三个公休日，作为全国
科普日活动集中开展的时间。
2016 年 5 月 30 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
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习
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
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
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2017 全国科普日惊喜连连
记者从市科协了解到，市民只要在 9 月 16 当天上午 9
点至 11 点半到宁波文化广场，即可参与现场知识问答领
取丰厚奖品，
奖品限量，
先到先得。具体如下：
1. 市民观众于进场兑换处凭手机号换取一张“挑战
书”，即可参与厅内所有互动挑战项目，每人每天可领一
张
“挑战书”。
2. 挑战者在挑战书上签署姓名后，每次挑战时出示挑
战书，积分将记于挑战书上，挑战结束后前往兑换处兑换
体验币，
挑战书收回。
3.体验币可用于后续科学体验区、
科技制作区消费体验。
4. 于展厅入口拍照发送朋友圈，写明“2017 宁波市全
国科普日，我在宁波科学探索中心等你”字样，截屏发送
至“宁波科普”
“ 宁波青少年科技”公众微信号，即可再领
取一张
“挑战书”，
继续挑战。
科技馆门票半价优惠
为了让更多市民能参与到科普日活动中来，9 月 16
日、17 日两天，宁波科学探索中心开启半价优惠！即成人
票 50 元一张、学生票 30 元一张，当天至现场买票即可享
受此优惠。
微信转发点赞获体验币
活动当天将指定微信推送发至朋友圈集赞，集满 38
个即可直接领取 6 个体验币（其他体验币为完成现场挑战
获得）。
●快讯
12 日 14:30-16:00 效实中学，包
为民院士报告会——《向世界科技强
国进军——走向航天强国》。
15 日下午慈溪中学，胡思得院
士报告会——《为实现中国梦的核科
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