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日上午，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消息：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
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蒋洁敏今年3月
18日出任现职前，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总经理兼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反腐败，没有任何例外。
酝酿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将

在10月1日实施， 其中明确规定禁止强制购
物。 记者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国庆出游线路
价格涨声一片。

———价涨了，服务水平更得“涨”！
（点评：黄瑶）

每周评论２０13年9月3日 星期二 9

!"#$%& ! '()*+,-
./ 01234 "# 56789$:;/
<=! $%"$ 5>?@ABCDEF:
;GHIIIJKL:;MNO PQR$;
S)<TUVW

(XYZ/[F\]^_`a)[
bcdef!g_h_ijklm)[
nopqOrst;S)uvwa5x
yAz.034{B|$}i)~
U�[no�q)[n��7��J�

�[nN�J��[nN�������
�/���[n�Nw

��):;��O ��e!���
���� ¡�¢£¤�¥¦k§¨©Oª
«¬��®/¯°¯±/²³´aµ¶
:·���[nNO¸¹º)[n�»¼
½¶�±W ¾¿:;OÀÁÂJKL:;
MNEÃ¶ÄÅ[n�OÆ�JÄ�Nw

iÇÈ!ÉÊ%ËÌJKL:;MN
)ÍÎÏZw

!" !#$%&'(
)*+,-./012345
67 "# 89:;<=>
?@ABCD

%CEF

ÐÑÒÓÔ¤Õ.O Ö×E
ØÙÚÛÜÝO Þßà°áâã
äå�S¤NO7"æç��è�
!éêëOìWKL:;M��í
å:$îï !% ðO ñòóô$O
õ�ö÷øùúÝ$O ÎûrÞ
ß7üå�ýþÿN$W

$$ GH

IJK
!"#$%&'$()*+ ,- !./012345'$

67,- ! %89:;,<=>?@ABCDEFGHIJKLM
N=OPQR "#ST;UV4W)*=X

!ùE"a#6�|!)$
%O&åÐ'÷Ü(Í)W Èå�
�!!Ü*+,#:$ &% a-O
²³./0}123à45$W
KLrå©`67CÝ)W

$$ LM

;,<>?@=Y,- ! ./%ZD[
\]^_`abcdPefghijklm
cPnoJ,<>?@pqbrUV $%&& s

J,e=tJ,<=>?@efquvD>?w
xyz{|{h{}~��

�� ' ���>�D$ �>� $& ��

�D$����>� $()*�D ���?�� $
��>� %&�'&��}���b }��+}
~�+}���� :¡¢b>�£¤¥}¦
§¨©D~ªy«¬O��b®¯°©O±²
³´wxµ¶b·¸¹Oº»¼½¾¿:ÀÁ
ÂÃÄÅ�ÆÇÈ��ÉÊËÌÍÎÏ

!"#$%&'(

NOPQRSTUVWXYZU[
!!!"#$%&'()$*

ÐÑÒ)*ÓÔD;,<Õ>?@=}Ö
¿«×ØÙÚÛÄÜÝÞTßD yàáâ
ãäåæ7çèéêÚÛ���;ÚÛë=Ä¾
¿D�ìíîÚÛïðÄ#ñòó 'ôPÄ
õö÷øù;,<=¸#<ú�

$7>?×ûy|ü ýþåæOÜÝØ
ÙÚÛ:éêÄÚÛëDÿÄZ!"¿#
�$%Ä&'D;,<= m(#)*%D+
,×ûy|ü

%O>£y-.O}~�üÚÛëøh/

zéêÚÛ01Ä2ND;,<= 32N4
Ç567ùD ÚÛ8_ù9:(%;Ä<
=D+,}¦>?@ðü

'OAUOBCwxyUDü ��,D8
_EF0Å�bªG'$HuAID;,<=
}ÖJÚÛåæK²L¿\Ä¿úz�M
NOÄ " PD ªGQ¿JRåÚÛëK²
LSTU¯D°©®¯OV�¤¥��:W
XD·¸¹OYZ¼½OÀÁÂÃÄÅ��
[Bµü

NOPQRSTUV\]U^_[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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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德良 禹振华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守住这条
生命线 ,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用
心去做群众的工作。

情感是消弭一切隔膜的润滑剂。有
了感情，干部群众才能坐得拢、聊得开，
这同样是做群众工作的基本功。人民调
解是保稳定、促和谐“第一道防线”，守
住这条防线，就需要干部主动用心密切
与群众的联系，用真情去填补干群关系
中业已存在的缝隙。

过去，嘉禾县的干群关系一直比较
微妙，民调排名始终排在全省倒数几位，
干部不敢开展工作，老觉得民风彪悍，群

众不服行； 老百姓觉得当地干部信不
过，摊上事情也懒得去找干部，上访是
他们的首选，觉得一告便灵。 2010年，
嘉禾县委将干部“赶”下去，在大走访中
收集了1.7万多条来自群众的意见，并
对全县所有上访群众建立起档案，对于
个别上访户，注重个性心理分析。 通过
档案，把脉、号准他们的心结，知晓他们
的诉求，掌握群众家境、情绪、心思等诸
多因素， 工作中就能做到有的放矢，干
部说话干事，就能得到群众的认同。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借助人
民调解， 嘉禾成功化解一批沉积多年
的重大疑难纠纷信访案件， 奠定了全
县稳定的大局。上半年，该县在全省的

民调排名飙升到第14位。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发生在基层

的各类纠纷矛盾， 主体不同， 诉求各
异，解决的方法方式自然不同。这就需
要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 主动站在群
众的角度换位思考。

曹永新是安仁县交警大队的中队
长，两年前挂职到永乐江镇任党委副书
记。谈及自己近两年来挂职锻炼的感触
时，这位曾经在强力部门工作的负责人
表示，群众工作是一种柔性工作，就得
用心，得学会在一些看似细微，但又事
关群众冷暖疾苦的事情上多下功夫，只
有这样，才能取得润物无声的效果。 在
调处一件因精神病人打伤邻居引发的
纠纷时，他不仅帮病人补办了新农合手
续，还开着私家车多次接送病人。 病人
家属深受感动，给他发了一则短信表示
感谢，称自己还真没有想到有像他这样
的好干部。 事情过去了几个月，他一直
保存着这则短信。 他说，这则短信包含

着群众对他的认同与期待。
人民调解面对的多是群众生产生

活中的琐碎小事， 调解好这类矛盾纠
纷， 群众的心气顺了， 就能把民心团
拢， 政府的决策才会与群众的意愿合
拍，形成干部与群众拧成一股绳，心往
一处想的局面。永兴县成立了医疗、征
地拆迁等9个专业调解队，及时有效调
解各类矛盾、纠纷，基本上做到了小的
纠纷不出村组， 大的矛盾不出乡镇的
局面，全县实现了零上访的记录，目前
全县境内的多处重点建设工程没有出
现强拆、阻工现象。

说群众听得懂的话， 用群众乐于
接受的平等方式， 调处群众之间的纠
纷、矛盾，是构成人民调解总的特点。
通过人民调解这一平台， 倒逼干部自
觉、自愿走近群众，重塑干部与群众的
鱼水之情；同样，通过人民调解这一手
段，可以达到调解一桩案件，安定一片
地方，和睦一个群体的效果。

舒圣祥

又到了开学的日子。
这些年来 ， 每到开学日 ，

公众热议的话题只有两个 ， 一
是教育公平， 二是中小学生减
负 。 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
意义， 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可以使人们通过自身努力 ， 提
升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 ， 有助
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

八年前 ， “铜陵奇迹 ” 在
教育界流传甚广———一个无需
择校的城市， 这里的学校无好坏
之分， 只有远近之别。 其卓尔不
群的经验就在于， 优质教育资源
真正向弱势学校倾斜， 而不是向
“重点” 学校倾斜； 资源倾斜不
仅限于经费倾斜， 更在于校长、
师资在各校之间轮换； 将重点高
中的招生名额平均下放各初中，
缓解义务教育阶段的各初中之间
的应试竞争压力。

事实上，类似“铜陵经验”不
过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 。可

惜，在我国似乎仍是孤例，因择
校引发的不公现象依然存在。

“减负” 的口号喊了很多
年， 可孩子们的学习压力依然
巨大。 今年开学， 教育部拟出
台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 ，
其中就有一到六年级不留书面
式家庭作业， 一、 二、 三年级
不举行统一考试， 考试取消百
分制等内容， 如此具体的规定
不免让人感叹： 简直就是让孩
子们 “玩过小学”。

现实生活中， 不少孩子有
“开学恐惧症”。与其“小学累、初
中苦、高中拼、大学混”，还真不
如“小学玩、初中混、高中学、大
学拼”。关键是，要让“减负”规定
从纸上的文字变成现实，需要家
长配合，更需要改革升学考试体
制。前几天，教育部官员就明确
表示： 将率先实现小学生减负，
进而实现中高考改革，这是一揽
子工程，现在是第一步。

开学了， 期待能有一番新
的气象。

段思平

8月31日， 一则 “5岁男孩
欲驾驶飞机飞越北京野生动物
园” 的消息引发关注。 孩子的
父亲何烈胜宣称， 儿子多多计
划于当天下午驾驶轻型飞机从
河北固安县出发， 穿越北京野
生动物园， 由此打破世界吉尼
斯记录。 据了解， 飞行并未按
计划进行。（9月1日《北京青年
报》）

网上一搜，“何烈胜” 原来
就是“鹰爸”，在他安排下，儿子
多多因去年在美国雪地中裸跑
被网民称为 “裸跑弟 ”。时隔一
年，“鹰爸”又在利用儿子博名。

按照正常途径， 驾驶飞机
首先要获得 “民用航空器私用驾
驶员执照”， 而考取该执照需要
年满17岁。 5岁的多多连执照都
拿不到， 又怎么可能当真去破
“吉尼斯”？ 更何况， 多多接触飞
行训练仅仅18天， 如此 “速成”，
孩子的安全委实令人担心。

这让人想起了一则旧闻 ：

2009年， 13岁荷兰少女劳拉在
父母的支持下， 决定驾船独自
环游世界。 荷兰社会福利部认
为， 劳拉还没能力独自进行危
险的远航， 因此将其父母告上
法庭， 当地法院做出裁决 ， 临
时剥夺劳拉父母两个月的监护
权 ， 由荷兰儿童福利部门监
管。

“鹰爸” 的新招 ， 也许只
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 ” ———儿
子能不能飞并不重要， 只要能
吸引眼球就好。 当年 “裸儿雪
中跑” 视频的走红已经让 “鹰
爸” 尝到了甜头， 他借机出版
了自己的著作 《忙爸爸懒爸爸
育儿心经》。 此次的飞行策划是
不是隐藏着 “鹰爸” 的其他商
业目的， 公众不得而知。 但可
以肯定的是， 一个真正负责任
的家长， 断然不会采取极端手
段剥夺孩子的童年快乐， 更不
会用功利熏染摧残孩子的身心
健康。

作为家长， 孩子可以是心肝
宝贝， 但不是牟利的 “道具”。

何勇海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表决通过了新修改的商标法，自明
年5月1日起施行。 新商标法规定，禁止生产者、经营者将“驰
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
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8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

有专家介绍，“驰名商标”实际上是一个英译词。 在“巴黎公
约”中，驰名商标保护制度是“对公众所熟知的商标在其未注册
的地区或领域提供特殊保护的制度”。 可见“驰名商标”含义
仅为“公众所熟知的商标”，与产品质量、品牌美誉度无关，并非
“荣誉称号”。

然而，众多商家却将“驰名商标”当作炫目的名衔，在广
告中反复强调。 究其原因，无非就是抓住了公众对字面含义
的误解，拉大旗作虎皮谋取利益。更令人疑惑的是，这一现象
存在有很多年了，有关部门却视而不见。

面对有的驰名商标频频被曝名不副实、 误导消费者等问
题，一些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及时站出来向公众澄清事实，反而
推波助澜。 不仅明文规定对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给予重奖，有
的还下指令性目标，要求工商等部门每年必须帮助本地企业获
得一定数量的驰名商标。 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地市级知名商
标、省级著名商标和国家级驰名商标这种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
评级序列和体系。

正所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一个企业的品
牌是否驰名，本应由公众自己评价，政府不能、也无法包揽一
切。故而，在禁拿驰名商标做广告之后，有关部门应该考虑如
何让驰名商标与政绩脱钩，找准自己的职能定位，不要再搞
一些莫须有的名堂干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全民招商浪潮下， 某些地方形成了
一条“买外资”产业链———通过与中介合谋
注册 “外资公司”让钱在国外空转一圈，再
回到国内，就成了“外资”。 地方政绩耀眼，
中介乐得赚钱，留下的却是一本财政烂账。

一份由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龚震完成的外资利用情况调研结果显
示： 东部某省近几年上演过每100万美元
“外资” 售价17万元的戏码。 保守估计，仅
2010年至少5亿美元到账外资是买来的，当
地政府为此花销至少8500万元。（8月29日
《第一财经日报》）

事实上，这种行为是一种双重腐败：既
是一种无中生有、 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
的统计腐败，也是一种肆无忌惮靡费公帑、
挥霍纳税人血汗钱的财政腐败。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余蓉◎

“驰名商标”要祛“政绩魅影”

大家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新闻漫画

“买外资”是典型的腐败

用心做群众的工作 ———感受郴州市
人民调解工作之一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最终目标指向，是转变干部作风，密切与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前不久，记者专程到郴州多个县市调查采访人民调解
工作。 所到之处，感受到干部扑下身、沉下心，做群众工作所取得的实际成
效。 从今天起，将刊发记者的相关报道———编者

文/张贵峰 图/陶小莫

■一句话评论

孩子不是牟利的“道具”

新学期，期待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