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陈薇）为纪
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71周年，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
厅、省教育厅主办的2013“雅韵三湘·艺
动校园”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今晚走进
中南大学，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许又声出席。曾获第三届“中国戏剧奖·
校园戏剧奖”、第四届湖南艺术节“田汉
优秀剧目奖”， 由湖南职业艺术学院排
演的话剧《永不凋谢的姊妹花》受邀在
中南大学南校区电影院浓情上演，现场
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该剧艺术地再现了革命战争年代
沂蒙山区人民尤其是沂蒙妇女为支援
前线而忘我奉献的先进事迹， 令到场

的千余名师生观众动容。 现场有不少
身着军装的国防生也在聚精会神地观
看演出，其中一同学接受采访时表示：
“心情一直随着剧情的发展而起伏，深
受感动， 为自己是一名军人而自豪。”
更多同学则希望能有更多精彩的高雅
艺术走进校园。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由国家教
育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举办，旨在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进
一步推进高雅文化进校园活动， 丰富
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学生艺术修养”要
求。 这项活动从2005年开始在全国范
围内广泛开展， 得到全国各大院校学
生普遍欢迎和赞誉。

“雅韵三湘”情动校园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李国斌）
今天在武汉开幕的第一届湘赣鄂
皖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 是湖南、
江西、湖北、安徽4省联合打造非遗
保护平台的实质性举措。

据省文化厅厅长朱建纲介绍，
2012年，湖北、湖南、江西签署了
《湖南江西湖北三省文化发展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非遗保护是框架
协议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3省

组成了长江中游非遗保护“中三
角”，展开合作。同为长江中游的非
遗文化大省安徽， 今年也加入进
来，正式形成了“中四角”。

据悉，4省将在非遗文化共同
点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春节、清明
节、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打造
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活
动品牌，同时 在非遗保护、生产及
传承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孙琴琴）由湖北、湖南、江
西、安徽4省文化厅联合举办的“第
一届湘赣鄂皖非物质文化遗产联
展”，今天在湖北省美术馆开幕。湖
南众多独具特色的非遗组团参展，
并有10位传承人现场展演。

在湖南展厅，10位传承人带
着他们传承所学， 为游人进行展
演。湘西竹编技艺传承人徐克双，7
岁开始学习竹编技艺。他编的竹花
篮吸引了大量观众参观、 购买。他
说：“我来参加展览，就是想让大家
多了解我们的文化， 对它感兴趣，

一起来保护它。”
另一边，隆回滩头年画传承人

钟建桐， 不慌不忙地握着棕毛刷
子，印刷年画《老鼠娶亲》。他告诉
记者，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滩头年画近些年处境不佳，
而现在，随着政府日益重视保护工
作， 同时滩头年画成为收藏品，市
场比之前稍有好转。

此次联展， 湖南还有传统音
乐、传统戏剧、民俗类非遗的保护
工作成果图文展示， 以及20多个
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的非遗
精品展示。

要闻 ２０13年5月24日 星期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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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日前，有网友微博发帖称，自
己在网上曝光了祁东县一队办丧
事的车辆都用白纸遮挡号牌 ，在
向当地警方举报后， 车队很快就
撕下了遮住号牌的白纸。 他因此
质疑有人 “走漏风声 ”。这位网友
还称， 其在微博上向祁东县公安
局长肖良彪投诉后， 对方竟回复
称 “生个脑袋是用来思考的”。肖
局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一
些网友带着 “仇官仇富仇政府的
心态，我也没办法”。（5月22日《南
方都市报》）

浏览了网上的一些页面 ，多
数网民将 “生个脑袋是用来思考
的”直接等同于“没脑子”，由此愤
愤不平。 如此说法， 确实有失偏
颇。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此话并
无错， 脑子当然是用来思考问题
的。当然 ，至于放在此处 ，思考什
么问题，则并无具体指向，可谓仁
者见仁。

但需要指出的是， 轻率地将
网民贴上“仇官仇富仇政府”的标
签，则其谬大焉。

所谓 “仇 ”者 ，是一种情绪化
的对立， 可谓水火不容。“仇官”、
“仇富 ”一说 ，虽偶尔见诸于某些
报章，但绝非主流说法，更无严格
定义。退一步说，即便社会上存在
“仇官”、“仇富”的情绪，那也得深
究这“仇 ”字背后的成因 。公众痛

恨的是 “为官不正”、“为富不仁”
的现象。

至于“仇政府”一说，则实属罕
见，尤其是这样的标签出于公权者
之口，便让人顿感不寒而栗。

具体到这件发生在祁东的事
情上，网民举报车队遮挡车牌，本
身是监督之举，本该褒奖，而那些
跟帖的网友， 充其量是借机发泄
的举动。何况，当地警方在处理违
规车队的问题上，其执法方式、执
法程序等诸多环节， 并非无懈可
击。既然不完美，就有值得改进的
地方。公众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发一发牢骚，怎么就上升到了“仇
政府”的程度了？！

当今社会，可谓价值多元，诉
求多样， 民意表达不可能沿用统
一模式， 通过同一渠道。 退一步
说， 在焦虑情绪成为带共性的普
遍现象时，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
的焦虑 ，几句自嘲 ，几句牢骚 ，也
算是正常的心理发泄， 怎么说也
够不到“仇政府”的程度吧。

理性表达， 是社会和谐的基
础。要求别人理性，自己首先要理
性。 没有人天生要仇视或仇恨哪
个群体 。动辄给别人贴上 “仇 ”字
标签，太具杀伤力，很容易人为地
造成分化和对立， 不利于整个社
会的和谐 、稳定 。同样 ，动辄就认
为谁怀有 “仇 ”的心态 ，动辄就贴
上 “仇 ”字标签 ，这本身未必是一
种正常的社会心态。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三湘 时评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兰志荣）近期各级审计部门发现，有关单
位在“三公”经费使用中，存在超标现象，
且形式多样、方式隐蔽。记者今天从省审
计厅获悉，今年，省市各级审计部门将把
“三公”经费，作为重点审查对象。

“三公”经费，即政府部门人员因公
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
公务接待费。

审计将与预算执行情况相结合。省
审计厅通过对相关单位多年来预算支
出的纵向比较，以及与其它单位支出的
横向比较，检查其“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的总量、结构、分配标准、资金来源和管
理等情况，揭露目前“三公”经费存在内
控制度不健全、超预算、超标准和铺张
浪费等问题。

审计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相结合。
湘潭市审计局重点关注预算外各种收
入和“小金库”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将
“三公” 消费放在会议费、 培训费等费
用及下属或关联单位费用中核算， 不
计入“三公”经费科目统计核算的“隐
形”消费情况。

审计与经济责任相结合。省审计厅
具体从被审计领导干部个人资产、职务
消费、家属子女从业和个人遵纪守法等
方面，评价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

审计与投资审计相结合。 湘潭市审
计局主要检查是否将“三公”消费列入投
资项目经费进行核算， 从而发生虚报项
目经费、隐匿“三公”消费、大肆吃喝等情
况。 怀化市审计局则重点检查是否存在
借建设名义挪用专项投资资金、 违规购
置车辆和用于出国（境）考察等问题。

审计部门建议，应尽快制定完善关
于公务消费的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界
定各项行政事业经费的支出范围，制定
公务支出分级分类细化标准；实行“三
公”消费预算、决算公开，接受各级人大
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推行职务消费制
度、公务用车等改革，逐步实行公务消
费“包干制”。

本报5月23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何唯英）5月21日至23日，省委
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开朗和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蒋作斌率“转作风、解
难题、抓关键、见实效”专项活动督导
组在岳阳调研督导时强调， 督查活动
要梳理和解决当前的主要问题， 以务
实作风推动经济发展升级。

督导组一行进园区、看项目，入企
业、问生产，到社区、话民生，先后考察
了中南科伦、中科电气、岳阳连接线拓
改工程等，并到八字门社区、北港社区
阳山新村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在华容
县，督导组察看了长江干堤天字一号崩
岸险工、赛隆药业、华润雪花啤酒和三
封寺早稻生产现场。每到一处，郭开朗、
蒋作斌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重点了
解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与基层负责人

共同探讨抓关键、解难题的举措。
在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干部、困难企

业职工时，以及召开的相关专题座谈会
上，岳阳市直相关部门、县市区和企业
负责人讲真话、讲实情、有分析、有建
议，就当前发展中遇到的“瓶颈”进行了
讨论。郭开朗充分肯定岳阳市开展专项
活动以来，在抓住发展关键、解决发展
难题、 转变工作作风等方面取得的成
绩，要求岳阳要按照“问题导向”这一基
本原则， 抓准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梳
理当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
重点把握项目建设、政策落实、建立改
进干部作风长效机制等问题，深入开展
调研，加强督促检查，落实责任，进一步
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发展质
量， 解决好影响地方发展的关键难题，
推动经济加速、发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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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稳增长
转作风·解难题·抓关键·见实效

郭开朗蒋作斌在岳阳调研督导时要求

抓住发展关键 解决发展难题
“仇”字标签别乱贴

本报5月23日讯 (记者 唐爱平
沙兆华 )今天，省委常委、长株潭试
验区工委书记张文雄， 为全省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作专题讲座，指出，两
型是科学发展的新引擎。 副省长何
报翔主持讲座。

张文雄认为， 抓两型就是抓机
遇，两型是大势所趋、战略选择、政
策取向。

抓两型就是抓发展， 两型是发
展的新理念、新动力、新领域，是更
全面、更高水平的发展目标。

抓两型就是抓转型， 既是推动
转型发展的手段， 也是推动发展转
型的目的。

抓两型就是抓创新， 要树立两
型的价值观、发展
观、财富观和消费
观，推动发展理念
创新； 要把节约、
集约放在首位，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
加强环境教育，推
动文化创新；要完
善资源有偿使用、
生态补偿等制度，
健全评价考核、行
为奖惩、责任追究
等机制，推进体制
机制创新；要提高

科技进步对环境保护、 生态建设和
绿色增长的贡献率，推动科技创新；
要政治、经济、法治三管齐下，推动
监管体系创新。

抓两型就是抓民生， 两型是基
本的、突出的、长远的民生问题，要
通过项目带动改善人居环境， 通过
两型改革让群众得到实惠， 通过全
民参与推动共建共享。

张文雄指出， 非公有制经济是
两型社会建设的主战场， 民营企业
家是两型社会建设的主力军。 各位
企业家以两型为动力、为主题、为己
任，加快企业发展，创造美好生活，
彰显社会责任， 为全省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两型是科学发展新引擎
张文雄为非公经济人士作专题讲座

湘赣鄂皖联手保护非遗

第一届湘赣鄂皖非遗联展开幕
湖南非遗亮相武汉受热捧

图为话剧《永不凋谢的姊妹花》一个场景。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