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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冻天气到了， 湖南民间联
合救灾小组启动关爱凝冻山区贫
困儿童行动。 首批价值62万余元
的“儿童温暖包”，近日将陆续在
吉首、凤凰、永顺、泸溪、张家界、
花垣、沅陵等湘西高寒山区发放。

———爱心， 让山区贫困娃温
暖一冬，感恩一生。

近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补充
意见》出台。该《补充意见》提出，
到2020年实现公办幼儿园和普惠
性民办幼儿园占幼儿园总数80%

以上。数据显示，2012年，长沙全
市公办幼儿园只占总园数的
19%。

———教育往前多走一小步 ，
社会就能前进一大步。

临近岁末年初， 今年花炮产
业的销售情况有点新情况。 来自
全国各地政府的焰火燃放晚会订
单明显减少， 而国外市场却呈现
热销之势。不少企业主表示，受节
俭之风影响， 企业研发生产的小
型、微型焰火产品，以其低廉的价
格、绿色环保的用药、独特的艺术

编排，开始受到市场的青睐。
———百姓环保、企业转型，都

是难得的进步。
近日， 永州市中心医院一些

医护人员向媒体投诉称， 从去年
开始，医院所有新进医护人员，都
要先交上1万元的押金，不交就不
签合同。医院回应称，这跟住宾馆
交押金是一个道理， 预收的1万
元，是医疗风险金。

———这不过是医院推脱医疗
风险的借口罢了。

点评：李鹏飞

广东省雷州市政府拖欠承包方工程款360万
元，15年未还。广东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决其2013年3
月8日前还清欠款， 并签署了还款协议。 但直到今
天，钱仍不见踪影。面对质问，雷州市某副市长竟称
“不能盲目相信法院”。（12月28日央视新闻）

此话一出， 电视屏幕前的人们惊掉了下巴。原
来，在一些官员眼中，法律只是个摆设，法院生效判
决用不着执行，只要一柄“尚方宝剑”在手，任尔东
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这柄“尚方宝剑”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权力，是根
深蒂固的权力本位和人治思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在我国已实行多年，但仍有部分官员不尊重法律，不
执行法律，只是把法律视作一种工具，对自己有利时
挥舞几下，没用时便弃如敝屣。这种罔顾法律，利用
职权影响肆意牺牲人民利益的行为，后果严重，影响
恶劣。

按法律规定办事，本是公民工作、生活的底线，
也是最基本的原则，更何况是党员干部。对这些公
然宣称不按法律办事的官员，就该果断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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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广阔

2013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扫描这
一年见诸于媒体、网络之上的小人物，
有一种真实感，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
存在于社会的“敏感神经 ”处 。他们的
命运变幻，诠释着时代 ，警醒着社会 。
（12月29日《现代快报》）

“改革女孩”陈晓露 、“鼠标男孩 ”
杨辉、“井底人”王秀清、自锯右腿的郑
艳良、 讹人疑云中的蒋婆婆……他们
有着不同的职业，来自不同的地方，他
们的命运和故事也没有交集， 但是当
他们以一个群体的方式站在一起 ，却

构成了即将过去的2013年的 “中国表
情”。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的话， 他们都曾经是普普通通的小人
物， 却在一夜之间受到了全国网友和
公众的关注。

对于即将过去的2013年，从这些小
人物所遭遇的故事， 所经历的命运，可
以粗线条勾勒出一个不同色彩、有着不
同温度的“大中国”。通过他们的故事和
命运，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家与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曲折与跌宕，可以体会到国家
法治建设中的进步与不足。如果说“改
革女孩”陈晓露是中国改革开放结出累
累硕果的一个见证者的话，那么“井底

人”王秀清，就是国家在获得长足发展
的同时， 政府和社会对社会底层人群、
弱势群体关注不够的一个证明；如果说
自锯病腿的郑艳良，是在以其悲催的方
式折射社会救助的不足，那么以莫须有
的罪名被拘留的“鼠标男孩”杨辉，就是
给我们敲响了法治建设的警钟……

普通人关注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就
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命运，关注国家与社
会的命运；而政府或者一些掌握着社会
资源和话语权的人关注这些小人物的
命运，就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
社会资源和话语权， 让我们的国家和
社会少走弯路，多走坦途，让明天变得

更好。
我们希望，即将到来的2014年，是

充满希望，值得期待的一年———
作为个人， 我们需要约束自己的

言行，克制自己的欲望，以满足法律与
道德对我们提出的底线要求； 作为政
府， 应该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建设与完
善，为这个国度的每个人在安居乐业、
谋取幸福的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法律和
制度保障。

小人物背后的“大中国”，也许不是
一个面面俱到的中国，但却是一个客观
真实的中国。它给我们鼓励、启发，也给
我们以警醒。

辛木

28日中午，一组“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丰吃包子” 的组图在网上
流传，网友纷纷转发，一时间成为
舆论热点。 据包子铺工作人员回
忆，当时总书记自己排队、自己付
款、自己端盘子。就餐过程中，总
书记还不时与其他就餐市民亲切
交谈。（12月29日《新京报》）

原本并不驰名的庆丰包子
铺火了！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一
拨接着一拨，不少市民专程前来
吃“总书记套餐”，并特意在总书
记就餐的位置上吃饭和拍照纪
念，而餐馆已经把习近平用过的
餐桌收藏起来了。

总书记和普通市民一样在
餐馆排队用餐，这事虽然透着些
许新鲜，但我们仍不妨以平常心
来看待， 没有必要刻意追捧。正
如习总书记所说 ：“今天上午我
们去搞调研了，到中午了也还没

吃饭，就顺便来吃点东西。”
习总书记一直强调轻车简

从，随意自然。去年元旦前夕，习
近平前往河北省阜平县看望贫
困户 ，在唐荣斌家里 ，他和大家
一起吃了锅里蒸的土豆，也盘腿
坐在炕头上 。与以往一样 ，总书
记这次来包子铺就餐，完全也是
“顺便”为之。

以平常心来看总书记排队吃
包子， 就应该还原领导干部作为
普通人的一面， 才会让领导的人
格和风范变得触手可及， 这样的
政治生态将更加和谐、 自然和成
熟。同样，以平常心来看待总书记
排队吃包子， 就应该格外重视表
现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的特权现
象和奢靡行为， 就更应该对这些
现象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哪一天，关于总书记排队吃
包子之类的事情不再成为舆论关
注的热点了， 我们的民主政治意
识就真正变得成熟起来了。

张纪鋆

近段时间以来， 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丑闻在
互联网上炒得火热。 先是该校原招生处处长蔡荣生
被查，后是校方宣布2014年暂停自主招生。网友们在
谴责人大的招生腐败之时， 也在思考自主招生到底
出了什么问题？

10年前，我国少数院校试点自主选拔录取，并被
寄予“破冰”厚望，以期打破“一考定终生”。10年来，
试点院校规模不断扩大， 已从当初的22所扩展到目
前的90所。这些院校在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鼓励学生
发挥特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有关自主选拔
的争论、争议甚至质疑却始终未曾停歇。

选材标准到底应该选“优”还是选“特”？自主招
生联考是不是“小高考”、是不是“掐尖”？越来越多的
考生将自主选拔视为加分渠道，事实如此吗？争论本
已喋喋不休。“蔡荣生事件”的发生，更是雪上加霜。

毋庸讳言，教育改革任重道远，在改革的过程中
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已经出现的偏差。因噎废食
不对，听之任之也不对，唯有亡羊补牢，及时修复，净
化招生环境，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才能走得更好。

首先，要完善自主招生制度设计，不妨试行招考
分离的办法， 把招办的权力转移到由教授组成的考
试委员会，并全程公开，改变少数人私自操作招生权
的状态。其次，严格规范加分标准和审查程序，并向
社会公示，任何违规行为都必须受到严惩。第三，将
考生资格、录取程序、录取结果等内容在阳光平台上
实现真公开、全公开、及时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此
外，教育行政部门、纪检部门也要切实负起对招生流
程的监管之责，对监督范围內的舞弊行为，要承担连
带责任。

从根本上说，要恢复民众被重创的信任感，营造
干干净净的招生环境已时不待我、势在必行。

雷振岳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领
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
事项的通知》，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不得在学校、 医院等公共场所吸
烟， 在打造无烟党政机关的同时，
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也严格
实行“无烟化”。（12月30日《湖南日
报》）

由中办、国办专门印发通知，
对一个生活中的“微事件”发出如
此高规格禁令， 难免让人大吃一
惊。这么微小的事，有必要管吗？管
得了吗？

笔者以为，在“两节”之前，国
家最高层面对室内公共场所禁烟
做出明确要求，一方面体现了中央
控烟的决心，对领导干部更是一种
有力的约束。 可以预见，《通知》将
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
禁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这将有助于遏制由烟草带来
的各种行政腐败、权力寻租。南京

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就因
在公共场合抽豪烟，牵出一系列腐
败案。领导干部带头禁烟，将有助
于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工作习惯，让
腐败无机可乘。

这能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公务
开支。烟草消费是公务开支的一个
重要构成，造成了极大浪费。这是
纳税人不愿意看到的。将各级党政
机关建成无烟机关，公共财政就能
告别烟草支出，从而更好地服务民
生。

这是对“社会陋习”力挽狂澜
的纠正。 抽烟的危害人人皆知，无
需赘言。领导干部主动禁烟，并且
积极担当社会禁烟公益人，“注重
文明，关注健康”的社会新风尚，才
能逐渐养成，禁烟才能取得良好的
社会效果。

中央从这样的“微管理”入手，
坚决刹住“小处上的歪风”、“细节上
的腐败”，转作风就能产生全面而刚
性的约束力， 从而使党员干部形象
不断转变，人民满意度越来越高。

2013，小人物背后的“大中国” 以平常心看待
总书记排队就餐

让自主招生走得更好

干部带头禁烟折射的
“微管理”思维

■一句话评论

“不信法院”的底气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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