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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与制订乳品新国标的
专家透露 ,新国标初稿由行业巨
头蒙牛 、 伊利及光明集团等起
草 ,送审稿中一直都有的菌落总
数、 蛋白质含量等两项关键性
标准 ,在国标出台前被 “莫名 ”
修改。 对此 ,不少参与的专家表
示很无奈。

———由谁起草并不重要 ，
关键是否真正公开透明。

（北京 朴璐美）
“我只是行贿 ， 为什么判

得比受贿还重？” 近日，“粤北首
富 ” 朱思宜案二审开庭 。 朱思
宜认为一审法院判刑16年过重，
当庭请求法院改判。

———既要压缩受贿者寻租
的空间 ， 同样也不给行贿者以
得利的土壤。 （广东 鲁妙美）

《京华时报 》 报道 ， 中科
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所购买
的打印机容量128M的内存条为
6274元 ， 而同型号的原装内存
条市场售价仅600多元。

———中科院的 “天价内存
条” 亟待 “杀毒”。

（陕西 崔卫平）
河南滑县农民韩洪刚的80

亩萝卜滞销 。 他决定免费赠送
给市民食用 ， 结果引来数万人
拔萝卜 。 萝卜被拔光了 ， 他种
的红薯也被偷了3、 4万斤 ， 两
亩菠菜也被拔得剩下三分之一，
损失惨重。

———“偷菜” 原来不仅仅是
网络游戏！ （河南 马抒天）

沈德良

这些天来，与湘江有关的新闻在
不断拨动着人们的神经末梢———

长沙 、郴州 、岳阳三地水价上调
获批，尽管调整时间未定 ，但大幅度
提高居民用水价格已是铁定的事实；

与水价上调相对应的是，湘江水
位在不断走低，放眼望去 ，裸露的河
床格外刺眼。 如果不是省防指实施全
流域水量调控，湘江长沙段水位或许
早已创下新低，守着一条大河 ，却面
临着水资源短缺的尴尬；

历时两年 、经多次调研 、反复修
改和完善的 《湖南省湘江管理条例
（草案）》正式提交省十一届人大常委

会第25次会议审议。 这一地方性法规
一旦通过生效，便意味着包括曾经风
光一时的“水上餐饮”、对河道乱采乱
挖且屡禁不止的采砂作业等，都将被
戴上法律的“紧箍”。

湘江是一条关系湖南未来发展
的大河。 这条哺育出湖湘文化无数传
奇的母亲河 ， 曾经让我们引以为自
豪。 如今，站在橘子洲头，“层林尽染”
的景色若隐若现 ， 但依旧北去的湘
江，却很难看到“鱼翔浅底”的宜人画
面。 现实中的湘江，或许可作为理解
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紧迫感的生动教
案。

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
环境，承受着最多的人口和最强的发

展压力，先污染 、后治理的模式和粗
放式的发展方式，已逐渐暴露出它与
生俱来的缺陷。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升，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越
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 在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夹缝中，湖南大力推进两型
社会建设的试验，不仅仅是对科学发
展理念的践行，更重要的是将给转型
中的中国发展提供全新的参考坐标。
因此，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两型社会
建设的路子，既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也是当代湖南
人的责任担当。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还湘
江以美丽， 不但要有硬性的投入，需

要有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更有赖于
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 毕竟，法律只
是坚守的最后底线，而发自内心的自
觉行动，才是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时最
大的动力。

只有当建设两型社会的理念真
正融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真正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省
委、省政府提出将湘江打造成 “东方
莱茵河”的战略构想 ，才能真正成为
全省人民的自觉行动；只有当这种发
自内心的理念，转换成日常工作中的
具体行动，湘江成为一支流淌文化的
河流，一支流淌哲学的河流 ，一支哺
育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湖湘人才
群的河流的目标，便指日可待了。

王传涛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
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 (2010年不变
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与原有的
标准相比， 新的扶贫标准提高了92%。
据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适合新的
扶贫标准的扶贫对象规模， 到今年年
底约为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
约为13.4%。 （11月29日新华网）

中央此次将扶贫线由1196元上
调到2300元，意图很是明显———让更
多的低收入家庭享受到扶贫政策的
惠及。 而提高92%的比例，也是近年来
中央上调幅度最大的一年，中央提高
扶贫标准的魄力可见一斑。 对此政策
调整，我们没有理由不鼓掌。 虽然这
一数字距离有关国际组织划定的每
天2美元的贫困标准还有某种差距，
但就现实而言，2300元的标准还是可
以被社会接受的———贫困线本来就
应该适时上调。 贫困线低不可怕，可
怕的是我们看不到上调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贫困线概念还只是
“狭义上”的，即“绝对贫困线”。“绝对
贫困线”，往往纠结于收入的数值，往
往局限于农村一隅。 然而，从“广义

上”来讲，贫困的问题应该包括更广
泛的内容， 这也就衍生出第二个概
念———涉及到更多人权益的一个贫
困线，即“发展贫困线”。 绝对贫困人
口，往往以温饱为标准；发展贫困人
口，则囊括民生领域的所有权益。 目
前来讲， 我国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所以， 对于贫困概念与范畴的界定，
就应该往“发展贫困线”上倾斜。

贫困从来就不是一个数值能表达
得了的沉重话题。 更深层次而言，贫困
是一种权利的不完善。 基于此，解决贫
困问题， 就不单单是提高贫困线标准
那样简单， 不仅仅要对社会底层人口
“授之以鱼”，还要解决好“授之以渔”
的问题。 要扶贫，除了基本的物质扶贫
之外，更要解决贫困人口的技能培训、
学历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养老的问题。

贫困不只是收入问题，更包括权
利上的贫困。 全社会要关注的，不应
该拘泥于“绝对贫困线”，还应该重视
“发展贫困线”。其结果与意义也不应
该只局限于一个收入数字，更应该着
眼于教育、卫生、养老等种种发展权
益的领域。唯有如此，公平与正义、幸
福与尊严，对于百姓来说，才会来得
更扎实一些。

黄栀梓

为弘扬助人为乐美德，保护救助
人的合法权益，深圳市法制办和市综
治办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联合起草了
《深圳经济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
例 （征求意见稿）》 并向社会征求意
见。 专门制定救助行为的保护性法
规，这在全国还尚属首例。 （11月29日
《广州日报》）

从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 “彭宇
案”，到前不久发生在佛山的“小悦悦
事件”，因救助他人被“反咬一口”引
起的民事纠纷，或者“见死不救”的道
德缺失事件屡见不鲜。由此折射出来
的社会道德滑坡、 人情冷漠现象，一
方面呼唤全社会助人为乐美德的回
归，另一方面也印证出通过立法保护
助人者合法权益的现实需求。

深圳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
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的前
沿阵地，很多方面的政策出台、立法
探索与实践向来走在各地前列。 这
次，深圳在保护救助人合法权益方面
的立法探索，相信也将具有标本式的
意义。 在立法保护救助人合法权益
上，期待先行一步的深圳，早日完善

征求意见稿，完成法律蓝本并付诸实
施，为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立法提
供借鉴，最终实现立法保护公民救助
行为范围的“最大化”。

再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在欧
美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保护公民救
助行为的法律早已有之。这些国家的
有关法律注重保护救助者的权益，比
如，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规定，
无偿提供救助的人即使给被救助者
造成民事损害，也享有承担赔偿责任
的豁免权；新加坡的有关法律则更倾
向于保护救助者权益，建立了对被救
助者事后“反咬一口”相当严厉的惩
罚机制，不仅责令其向救助者赔礼道
歉，还对其施以本人医药费1至3倍罚
款，对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
蔑罪论处。

一部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法律，
才能真正为敢于出手相助的好人撑
腰。因此，从先行试验的层面上说，无
论是深圳在保护公民救助行为方面
的立法探索， 还是国外有关立法经
验，都将对我国制定具有普遍适用意
义的有关法律，实现立法保护公民救
助行为范围的“最大化”具有推动和
借鉴意义。

刘春平

双峰县梓门桥镇周井村村支两
委筹资为全村十七个村民小组安装
上高音喇叭，每天早、中、晚定时广播
1个小时，主要向村民宣传政策法规、
指导农业生产 、 播放文化娱乐节目
等，受到广大村民的欢迎。 （11月28日
《湖南日报》）

曾几何时，有线广播曾经是广大
农村的一道风景 。 无论是在田间劳
作，还是在家中小憩 ，农民兄弟都可

以听到亲切的广播声。 有线广播是那
个时代农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 。 广播在传播党的方针政
策、农业科技知识 ，丰富农民文化娱
乐生活等方面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
用。 近年来，随着电视、电话、手机的
普及，也因为各级各地对农村广播设
施建设投入时的严重不足，致使原有
的农村广播设施陈旧老化，根本无法
继续投入使用，广播在农村已经销声
匿迹。

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今天，在农村特别是在欠发达地
区的农村， 广播作为一种主流媒体，
仍然能发挥其特殊的作用。 除了能准
确快捷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引
导农民发家致富外，广播还可以在宣
传社会主义法治，弘扬社会主义道德
价值观 ，在防灾救灾 、处理突发事件
中都发挥其特殊作用。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是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
因此，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 ，各地
应努力拓展农村文化的宣传渠道 ，
让先进文化不断占领农村阵地 ，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添砖加
瓦。

11月中旬， 甘肃庆阳市宁县米桥乡派
人用旋耕机将村民种的小麦推掉了， 要求
村民改种苹果树。 村民们称不愿意种苹果
树， 因为这些地里种植的小麦是他们一年
的口粮保障。 （见11月28日《京华时报》）

中央三令五申 “坚持充分尊重农民经
营自主权”原则。按理说和政府的工作与农
民的致富愿望基本一致， 没有任何人比农
民更关心自己的利益， 为何在实际工作中
“逼农致富”的闹剧却频发呢？

“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并不否定政府
在农业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政府的引导作
用实际上很重要。政府要对农民进行引导，
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提供科技知识，做好
基础设施建设。但引导不等于替农民作主。
只有尊重并顺应市场经济原则， 让农民自
己作出生产决策，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引
导群众致富。甘肃庆阳市宁县米桥乡“毁麦
种树”透出的习惯性行政强权思维，是冲动
的政绩观在作怪，损害了百姓的切身利益，
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陶小莫 画 许波 文

让“两型理念”成为一种自觉行动 乐见扶贫标准上调，更希望让权利脱贫

有法律撑腰，好人才会大胆出手

引导不等于替农民作主

为“乡村再响喇叭声”叫好

■新闻漫画
■一句话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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