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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杰

“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
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
旨、加强道德修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
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时，对作风建设提出4点要求。其中，
习总书记一再强调， 要实实在在做人做
事，做到“三严三实”。

习总书记的要求无疑切中要害。作风建
设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执行的要害则在于
严格：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总书记
是这样敦促党员干部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今年两会上，来自湖南湘西的全国政
协委员田岚与总书记有了面对面交流的
机会。田岚忆及四个月前习近平前往湘西
调研的情景时说：“总书记去年没去凤凰
（古城）， 是全州人民最大的遗憾。”“我是
怕给旅游的群众带来不方便，影响群众旅
游不好。”总书记这样回应。

平实得出奇的22个字， 不禁让人感
叹：总书记在微末上竟如此谨守一个“严”
字。

以往，有些领导干部借“考察、学习、
交流”之机大搞公款旅游，动辄违规警车
开道、前呼后拥，甚至横行乡里，放出“这

块地盘上我想咋样就咋样” 的狂妄之语。
他们可曾想到， 自己对微小之处缺乏自
律，在百姓心中造成了怎样恶劣的影响。

而反观总书记，考察途中从凤凰古城
门口经过， 在工作完成之余走进去看一
下，应该也属人之常情，更何况旅游产业
本就是湘西脱贫的一条希望之路。可他硬
是没去。由此看来，习近平心中的“严”其
实是一种敬畏。

他敬畏制度。中央对领导干部下基层调
研早就有明文规定，特别是十八大后，中央
带头反对四风，先后出台了“八项规定”、“六
条禁令”。敬畏这些严肃的制度，没有例外。

他敬畏百姓。田岚所说“湘西人民的遗
憾”肯定是真诚的，湘西人把凤凰看成掌上
明珠，当然希望能向总书记展示。店家更是
巴不得总书记驻足观望一下。 但总书记到
访，再轻车简从也难免会有一众人等，客观
上会对平静的旅游氛围造成一定影响。一个
“怕”字，显现出总书记心系百姓、廉洁奉公、
“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为官一任”，须“清风一路”。总书记
率先垂范“从严要求、强化约束”的治国理
念， 各级党员干部也应守得一个严字，外
无愧于人，内无愧于心，实践党的根本宗
旨，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为政须谨记“三严” “水有异味没问题”
是最大问题

毛建国

从2014年1月至今，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媒
体曝光的自来水异味事件已达10起。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其中
有6起自来水异味事件，相关部门把水质取样送检后，竟然得
出异味水检测合格或达标的结论。（3月19日《法治周末》）

自来水有异味无问题，不外乎三种可能。第一种是检
测不认真，敷衍了事。有关方面把送检当成形式，送检的人
不认真，检测的人不用心，“不是没有真相，而是没去追究
真相”。 第二种是技术不过硬。 有关方面的技术能力达不
到，查不出其中的问题，“不是没有真相，而是检测不出真
相”。第三种是态度有问题，弄虚作假。有关方面出于多方
面考虑，不想把结果公之于众，“不是没有真相，而是不想
公布真相”。

2013年，杭州自来水四度出现异味。此前，环保部门虽
多次采集水样检测，都未发现指标异常，也一直没有查出异
味的原因。今年1月16日，浙江省环保厅透露，杭州自来水异
味“元凶”已经查明，基本认定引起异味的主要物质是邻叔
丁基苯酚。目前10家涉及这类物质的企业，均已停产、停排，
自来水水质已持续稳定恢复正常。这也证明一点，真相就在
那里，只是能不能发现、愿不愿发现、肯不肯公布的问题。

一直有学者呼吁，要建立独立于地方水厂的专业水质
监测机构，变水厂自检自测为第三方检测，水质检测数据
要及时向全社会公开。这一建议客观来讲值得采纳，水厂
自检自测水质，且不说水厂的技术能力有限，就拿更重要
的公信力来说，能够得到保证吗？

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水、吃上安全食品、呼吸上新鲜
空气，这是最基本的民生。自来水有异味却没问题本身就
是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否则自
来水就很可能问题缠身。

建“弃婴岛”的试点
不应停

戴先任

3月16下午，广州“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当晚，
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院长表示， 已经在考虑弃婴
岛试点是否要继续。而原计划今年2月底启用的深圳
弃婴岛一再延迟， 目前仍无启动时间表。（3月17日
《羊城晚报》）

据报道称，广州“弃婴岛”暂停试点的原因在于，
目前接收弃婴的能力已达极限：自今年1月28日启动
至3月16日短短一个多月， 该院接收了262名弃婴导
致“婴满为患”，有时一张床上甚至要同时安置两名
婴儿。客观来讲，暂停“弃婴岛”，是不得已而为之。

然而，作为第一个试点安全岛的城市，广东暂停
试点的信号还是不禁让人担忧，“弃婴岛” 会不会无
限期地“暂停关闭”？会不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让
更多已进行试点安全岛的城市暂停试点？ 在关闭期
间，那些刚刚被遗弃的婴儿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
让人不得不重新对“弃婴岛”的未来进行思考。

近年来，在我国弃婴事件渐呈多发之势。弃婴行
为背后原因复杂，但无论如何婴儿是无辜的，对于这些
弱小的生命，政府与社会有责任予以救助和呵护。设置
弃婴岛，正是基于“生命至上”原则的尝试和努力。

当然，支持设立“弃婴岛”，并不意味着认同弃婴
行为。不管从道德还是法律上，这种行为都应该被禁
止。但在弃婴现象无法杜绝的当下，设立“弃婴岛”未
尝不是我们能做的一个次优选择。

或许对于这件事，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既然是
试点，就要宽容它可能出现的问题，吸取教训，总结
经验，不断完善。譬如，弃婴大都是残病婴儿，加强婚
前检查、做好出生缺陷预防等，无疑是提高生育质量
和水平的有效途径。同时，针对有身患重病或是残疾
婴儿的家庭，需要建立有效的救助机制，等等。

建“弃婴岛”的大方向应该是对的，不能因为遇
到困难便放弃，在时机成熟时，还是应该积极推进。

王丽美

3月17日晚，北京警方在歌手李代
沫的暂住地内， 将吸食毒品的李代沫
等6名嫌疑人抓获。经审查，嫌疑人尿
检均为苯丙胺类阳性， 且对吸食毒品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审查中。（3月19日央视新闻）

李代沫这名小伙，出生草根，曾
经北漂，自“好声音”成名以后，一度
是励志青年的代表。 可正当人们为
这个歌手的成功津津乐道之时 ，他
却以涉嫌吸毒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
前，令人唏嘘。

或许正是一个 “快 ”字 ，令这名
年轻人瞬间堕落了。近年来，电视台
各种选秀节目风起云涌， 给人们提

供了实现梦想的舞台， 也让不谙世
事的年轻人追逐名利多了一些不切
实际的幻想。 不少人期待通过电视
平台的快速成功通道，实现明星梦。
这样的“成功”，来得很猛烈，能承受
的，自然可说抓住了成功；承受不了
的 ，被 “成功 ”的狂喜冲垮了理性堤
坝，就会应了《红楼梦》中的那句话，
爬得高，跌得重。尤其是当所谓的成
功， 主要是以金钱与物质作为衡量
标准时，这种速成式的成功，击垮明
星暴发户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娱乐圈明星中被吸毒击中的 ，
就不在少数 。从 《我是一只小小鸟 》

的高亢罗琦，到《笑脸》的低沉谢东，
从《懂你》的深情满文军，再到《我的
歌声里 》李代沫 ，不少年轻歌手 “前
仆后继 ”地倒在毒品下 ，令人惋惜 。
正所谓 “乱花迷人眼 ”：娱乐圈可以
花红柳绿，快速成名，也容易让人忘
乎所以，迅速堕落，关键在于能否把
握住自己，坚守法律、道德底线。

太急于“成功”，太容易“成功”，
其副作用值得人们警惕。 李代沫事
件发生后， 关于年轻歌手如何健康
成长，关于选秀模式如何提高质量，
关于如何加大毒品打击力度， 一系
列反思才刚刚开始。

李代沫的“成功”与“堕落”

■新闻漫画
对“3只苍蝇”的垃圾站标准多份理解

日前， 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印发新版 《株洲市城区环境
卫生作业规范和质量标准》，其中规
定每座垃圾中转站在可视范围内苍
蝇数量必须少于３只。此事在网上引
发热议。 株洲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
法局１９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 量化
灭蝇指标是按国家标准从严实施精
细化管理，旨在更好维护城市卫生。
（3月19日新华网）

对于公共服务方面的管理，必须
有一套界定优劣的标准。有些标准是
刚性的，要求必须达到，比如一定范
围内博物馆、农家书屋的建设数量等
等。但有些标准则属于判定优劣理论
上的数据，像此处的“少于3只苍蝇”
问题，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就是一项

“软标准”。如此规定，是本着对人体
健康的负责态度，表明有关部门严把
垃圾中转站卫生关的决心。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干净整
洁的环境里， 只要相关责任人能够

尽职尽责搞好卫生， 城市管理者能
够科学、有效提升服务水平，真正让
人居环境朝着舒适、 宜居的方向变
化，就应该对《标准》多份理解。

文/大矛 图/刘军

■一句话评论
省纪委日前通报10起作风建设典型问题。 其中，洞口

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罗美光因私驾公车肇事、调查期
间被发现存在受贿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
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正风肃纪，最需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近日，有媒体曝光新化县炉观镇青山中学40名住宿学

生的寝室如窑洞，已被鉴定为D级危房（根据《危险房屋鉴
定标准》，D为最严重等级，意味着房屋整体危险，不适合居
住）。 新化县委书记看新闻后立即赶赴现场，要求校方一周
内安排学生暂住空余教室，另承诺青山中学学生宿舍项目
将于今年9月完成宿舍楼主体工程。

———为什么事情非得经媒体曝光后，才能即刻改正？
长沙一专业骑龄达10多年的元老级骑友，近日在岳麓

大道骑行被一辆奔驰车撞飞，不治身亡。 记者就此采访长
沙市自行车旅游协会会长谢衍庆得知，长沙目前以骑行来
锻炼的人，初步统计已超10万，但是却没有一条专属的、安
全的车道。 记者亲历骑行发现，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行是
最大隐患。

———城市道路专辟自行车道，已迫在眉睫。
点评：朱非

本报记者 李国斌

3月20日上午， 湖南省博物馆发布声明
称，“在湖南省公私单位和热心人士的合力推
动下， 经佳士得与皿方罍当前所有者的积极
沟通，买卖双方于纽约时间3月19日圆满达成
协议，皿方罍即将回归湖南，最终由湖南省博
物馆永久收藏。谨此，湖南省博物馆衷心感谢
各方的重视、支持与厚爱！”

该声明中所说的“皿方罍”，于1922年在
湖南桃源出土，其型制厚重，雄伟堂皇，铸工
精湛，是商周青铜器鼎盛期的代表作。多种资
料显示，它是目前所见商周方罍中最大、最精
美的一件。 由于种种原因， 这一国宝在出土
后，便盖身分离，罍盖于1956年起收藏于湖南
省博物馆，器身流落海外数十年，现在终于盼
到了“身首合一、完罍归湘”的日子。

湖南桃源出土“方罍之王”
在湖南省博物馆网上展厅的商周青铜器

陈列中，第一件展品就是“皿天全”方罍盖。
其介绍中写道，该器物颜色漆黑发亮，表

面以云纹为地，内铸造有“皿天全父乍尊彝”
七字铭文， 四角和四面中间共饰八条粗大扉
棱，扉棱中装饰有倒置的兽面纹，并间以夔龙
纹，显得富丽堂皇，雄浑庄重，透出青铜器铸
造鼎盛时期的高超技艺和摄人心魄的气势。

据省博物馆提供的资料显示， 皿方罍，
1922年出土于湖南省桃源县漆家河， 该器通
高84.8厘米、器身高63.6厘米，罍盖呈庑殿顶
形，形状与盖式相同。罍身作长方口，直颈，高
圈足。全器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兽面纹、夔龙
纹、凤鸟纹。肩部两侧装饰双耳衔环，正面腹
部下方置一兽首鋬。 四面边角及各面中心均
装饰突起的长条钩戟形扉棱。器盖刻有“皿天
全父乍尊彝”七字铭文，器身有“皿父乍尊彝”
五字铭文，故名“皿方罍”。是目前所见商周方
罍中最大的一件，堪称“方罍之王”。

省博物馆专家介绍， 罍是古代一种大型
盛酒器和礼器，诞生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
至春秋中期，绝迹于战国时期。青铜罍在历史
上流行时间较短，尤其是方罍更是十分稀少。

有文博专家推测， 皿方罍为商朝晚期铸
造，是殷商的高级贵族之一皿氏家族的器物，

中原商朝人南迁时带入湖南。 虽然
考古发现表明， 湖南一带在商朝中前期
已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 但要铸造如此精美
复杂的方罍重器还缺乏能力， 而且方罍的器
形、纹饰、铭文完全属中原殷墟风格，皿方罍
的颜色黑亮，是所谓的“黑漆古”，它需要在腐
蚀酸的环境中埋藏千年以上才能形成， 这与

中原青铜器在碱性土壤中所
形成的颜色不同，显然是中原商朝

人南迁时带入湖南的。

出土后不久就身首分离
作为国宝，皿方罍历经坎坷，器盖现收藏

在湖南省博物馆，而器身却漂洋过海了。

省博物馆原馆长高
至喜介绍， 根据时任桃源驻军
团长周磐的“坦白材料”得知，1922年夏的一
天， 皿方罍被桃源漆家河的一位农民无意中
发现，并被放在家中作为盛器。

一位湖北的石姓商人闻讯而来。 看到精
美至极的方罍，他欣喜若狂，当即出价400块
银元购买。此时正赶上物主的长子回家，得知
有人愿出高价收购“宝物”，马上拿着罍盖到
附近小学校钟校长处询问。 钟校长见罍盖绝
非一般古物， 当即决定用800块银元购买，并
将罍盖留下，让物主长子回家把器身送来。物
主长子十分高兴，一路兴奋大喊，却被石某听
见。石某知道事情不妙，匆忙抱着方罍器身离
开。从此，方罍盖、身分存异处。

因当年中国战乱频繁， 石某害怕夜长梦
多，很快以100万大洋的高价将器身卖给上海
的大古玩家李文卿和马长生。 二人知道此器
非同小可，也怕大祸上身，迅速将之偷运到美
国，以80万美金卖给了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洛
克菲勒急于配成全器， 托古董商以大洋14万
购买器盖， 但此时器盖已被湘军团长周磐抢
夺在手。周索要50万美金，二人协商未果，因
此这件方罍始终未能合璧。

高至喜介绍， 当时的段祺瑞政府亦获知
方罍出土，曾“严令追缴”。周磐采取拖延策
略，使政府的追缴未成功，直至其被捕后，才
主动献出罍盖。

1956年开始， 罍盖由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2001年3月20日， 皿方罍器身现身纽约佳士得
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以924.6万美元高价拍出，不
仅创下亚洲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最高拍卖纪
录，同时引起了国人对皿方罍的高度关注。

湖南收藏家促成国宝回归
13年后的2014年， 皿方罍再度出现在纽

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上。 佳士得如此
描述该拍品：“这件皿方罍型制厚重， 雄伟堂

皇，铸工精湛，
实为商周青铜

器鼎盛期代表之作。 而在
目前所有的文字记载中， 此方罍

体型应为最大一件。集如此魁梧奇伟的
身量以及动人心魄之纹饰于一身， 此方罍可
以说是气宇非凡，独树一帜。”

佳士得的拍卖行为， 再次唤醒了国人对
历史与国家大义的关注。3月15日， 湖南省博
物馆致信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女士：“承蒙
您赐电告知，贵公司将于3月20日在纽约拍卖
中国商周时期青铜饕餮纹方罍， 鉴于其与湖
南之渊源，惠允先期与敝馆商购，不胜感激！
囿于本馆为非营利受托遗产保管机构， 所需
购藏经费全赖各方资助，今虽多方努力，目前
仍仅筹措到两千万美元。因此，祈贵方能同意
以此价格(含贵公司佣金)成交。如允此议，则
我方将在一周内先期付款三百万美元， 余款
在两个月内付清。”

尽管如此， 许多人都担心2000万美元无
法顺利买回皿方罍。 湖南收藏家团体得知此
事，希望通过洽购的方式将罍身“带回家”与
罍盖真正合二为一， 其中包括当代艺术博物
馆馆长谭国斌。展览期间，湖南收藏家团体与
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一行前往纽约， 纽约
时间3月19日下午，正式向纽约佳士得提出洽
购，佳士得经过与委托方积极沟通后，促成买
卖双方圆满达成协议。至此，皿方罍在分别近
一个世纪后，将迎来“身首合一、完罍归湘”。

谭国斌身在纽约，记者未能联系上他。在
纽约时间3月20日0时34分， 他在实名认证的
新浪微博发文称：“受湖南方面委托， 我和几
位来到美国纽约佳士得， 在华人藏家及相关
机构理解与大力支持下，经过我们多方斡旋，
取得佳士得公司和卖家的谅解， 同意取消公
开拍卖，同意我们以洽购方式进行谈判。”

据在场藏家透露， 湖南省博物馆及湖南
收藏家团体前去洽购时， 还带了一个罍盖的
3D打印模型，现场比对后，证实皿方罍与罍盖
本为一体。据悉，皿方罍将在近期归国。

亮 相 纽 约 佳
士得拍卖行的 “皿
方罍”器身。

供图/谭国斌

皿方罍盖， 现藏于
湖南省博物馆。

供图/湖南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