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教授陈兴良
向媒体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定新罪名“收
受礼金罪”，以解决向官员进行情感投资的定
罪问题。（9月28日《京华时报》

对于这一消息，坊间议论纷纷。有的认为，
将收受礼金入刑，更能防止影响国家工作人员
廉洁性的犯罪行为，惩治法律尚未规范的“情

感投资”的犯罪行为。也有的认为，“收受礼金”
入刑这一举措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没
有精准规定界限，反而可能弄巧成拙，造成减
轻对犯罪行为的惩罚，从而让“收受礼金”行为
成为一些官员的受贿行为的避风港。

但是，无论“收受礼金罪”会不会入刑，也
不管它是不是能有效防止犯罪的发生， 这一

举措却传递出另一个利好的信息，那
就是中央已经有了较好的制度执政思
维，这是法治理念的体现。

在举国关注反腐斗争中， 人们一
直期待用制度构筑反腐铜墙铁壁。对
“收受礼金”入刑的制度性思维，无疑
将让国人对反腐抱有更大的信心。

图/陶小莫 文/徐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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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华

9月30日是我国首个烈士纪念日，让我们每
一个人把心中那份崇高的敬仰， 献给那些为共
和国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无
数国之脊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他
们的功勋彪炳史册， 他们的精神成为激励各族
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力
量源泉。他们的英勇无畏、责任担当，是国之魂、
民族之脊梁。

每一位烈士的背后， 都是一本浓缩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社会安宁的光辉史书———在抵御
外辱的战场上，弹尽粮绝的抗日战士与敌人一起
滚下悬崖；在反动派的囚室中，坚贞的共产党员
舍身保守党的秘密；在和平建设年代，他们以生

命为代价践行心中的信仰； 在救灾的第一线，在
极其险恶的抢险环境中，他们把生的希望留给了
他人……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
他们相同的是在生死考验的关口，因为心中的坚
守把人性中最美好的品格升华到了极致。

毋庸讳言，一些地方片面注重经济发展，对
烈士纪念工作重视不够，公众参与度不高，相关
制度机制不完善， 英烈文化的建设一度呈现滞
后状态 :一些年轻人不再将方志敏、黄继光等英
烈当成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烈士的故事在学校
和报章中渐渐少了传诵； 各地集中和零星的烈
士纪念设施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修缮， 部分烈
士家属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恤优待。 这些不该有
的状况，影响了烈士纪念工作的有效开展，降低
了烈士纪念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 对于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建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是一种损失。
是的，在经济发达、物资丰盈、社会安稳的

今天， 绝大多数人无需面临烈士们那样严峻的
险境，许多人对烈士的记忆逐渐淡漠。但是，在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缺少对神圣和崇高的向往
和追求， 任何环境中都不应缺失为民族和国家
担当和付出该具备的责任和勇气， 国家和民众
不能失去对民族脊梁保持应有的尊重。 一个没
有高贵精神支持的社会， 无论其物质条件如何
优越，整个框架也会呼啦啦倒塌。

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个新的历
史起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凝聚
全民族的力量和智慧， 必须在全社会培育激昂向
上的民族精神， 必须高擎烈士们为我们竖立起来
的旗帜。怀念为革命而献身的英烈们，这不仅仅是
告慰他们的英灵，更重要的是唤醒我们的灵魂。

殷国安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这是时
下常常在人们眼前耳边经过的一则软饮
的广告语。但自其上市以来，市场上对于
“六个核桃”的质疑不曾停止过，可以说
这种宣传是一种“软欺骗”。

“六个核桃”宣传的虚假性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

其一，“六个核桃” 的命名误导消费
者，误导人们以为其中含有六个核桃的养
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据分析，一罐“六
个核桃”的售价约四元，连六个生核桃都
买不到， 根本不可能含有 “六个核桃”。
“‘六个核桃’ 实际上是一种含糖饮料，营
养很普通，只是比碳酸饮料相对好些。”

其二，“六个核桃”广告中的“经常用
脑”这类词语，明显有诱导用脑较多的消
费者饮用，暗示其有补脑的功能。专家认
为，“作为普通植物蛋白饮料的 ‘六个核
桃’，补脑之说很显然是无稽之谈，而且
其产品说明中并不能证明‘六个核桃’的
实际成分。”事实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局在2012年5月就发布消费提示：国家从

来就没有批准过补脑、 提高智商等功能
的保健食品。

之所以说“六个核桃”的广告是一种
“软欺骗”，就是这种广告不是赤裸裸的撒
谎，而是把显性概念模糊界定，进行暗示
性诱导。与“六个核桃补脑”采用同样手法
的还有不少，它们同样把普通食品夸大为
保健品，再夸大其促进健康、防治疾病的
功能，从而误导消费者。但是，这样的虚假
广告却每天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产生
“谎言重复千遍成真理”的效应。

面对这种“软欺骗 ”，广大消费者必
须具备理性的态度， 多一点科学甄别的
眼光；同时，也希望有关监管部门采取有
效措施，加强对这一类“软欺骗”商品宣
传的管控，维护消费者权益。令人遗憾的
现实是，我们并不缺少刚性的法律条文，
只是缺少刚性的执行者。

钟冬兰

国庆前夕河南、 吉林等9省份做出
“不涨价”的表态。此外，三峡集团宣布自
9月25日起，三峡大坝旅游景点对中国游
客(含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施行门票
免费。(9月27日人民网)
� � � �每当重大节日来临， 景区门票涨价
成了关注的焦点， 这几个地区的 “不涨
价” 甚至免费的承诺无疑是一次耀眼的
广告。

门票是景点收入组成部分， 为了获
得更多的收入， 一些景点管理部门总是
在门票上做文章， 有的以成本提高为理
由，有的以增加、开发了新景点为依据，
有的找不到合适的自身理由， 就与别处
高价门票比，认为自己过去定价过低，门
票一提再提，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现代旅游业早已跨越了 “门票赚钱
模式”， 旅游业的综合效益无处不在，从
游客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可以获利得
税。而动辄于提高门票价格，看似利就在

眼前，利用旺季可以大赚一把，殊不知，
相当一部分游客通过这一窗口， 就会望
而却步，即使是其他优质服务，也被涨价
声浪淹没，反而得不偿失。

在“涨声”一片的背景下 ，宣布不涨
价或者降价，看似拒绝“到嘴边上的肉”，
却能赢得消费者的认同， 起码能给人以
坚守“厚道本分”，不搞旺季“打劫”的好
感。 景区不仅依靠门票薄利多销提高效
益，而且带动相关的产业，综合效益得以
体现。江西宣布“全省景区、景点门票价
格5年内不涨价，并逐步实行低票价”，所
辖景区迎来游人如织。其所获得的效益，
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保持平稳门
票价格是一种关注民生的表现。 现在普
通人在温饱之后也能够享受出门旅游这
一传统“奢侈品”，他们在游玩览胜的同
时， 感受到的是时代的进步和政府的民
生福利， 也会对旅游目的地的综合形象
给予高分评价。 这种老百姓的心理回馈
也是很值钱的利益！

告慰烈士的英灵，唤醒我们的灵魂 应对商业“软欺骗”说不

“景点不涨价”是耀眼的广告

官员“礼尚往来”或入刑
■新闻漫画

（上接1版）
陈求发指出，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全局和当前新形势新情况，对人民
政协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把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的主轴，为改革发展建言献策，不断巩固
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以改革思
维、创新理念、务实举措大力推进履职能力
建设，努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陈求发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阐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我
们必须切实发挥好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
用，把协商民主贯穿于履职全过程，不断提
高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为各党派团体、 各族各界人士通过政协民
主协商、平等议事搭好平台，动员和组织广
大委员深入界别群众中倾听民声民意，通
过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 双周协商座
谈会等不断丰富协商形式， 提高协商水平
和成效， 为促进省委省政府科学民主决策
贡献力量。

陈求发强调，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
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要把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
治任务，自觉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工
作，进一步明确工作定位，总结好今年工作，
研究和谋划好明年的工作，不断提高政协工
作水平。

与会人员还结合各自工作就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交流了心得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