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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广阔

“中秋小长假预订出游总人数
较去年呈显著增长趋势，涨幅超过3
倍”；

“去橘子洲乘豪华邮轮，看‘江
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
那必是极好的”；

“今年的月亮十七圆，我要坐高
铁一路‘追月’”……

中秋节将至， 透过大量资讯和
身边的朋友圈， 我们明显感觉到一
股 “旅行+赏月 ”风潮正在兴起 ，为
这个以团圆为主题、 以祥和为基调
的古老节日增添了不少时尚气息、
动态美感。这，既是大众旅游、全域
旅游时代来临的写照， 也为传扬传

统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将中秋节称作“团圆节”的记载

最早见于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中
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
送， 取团圆之意”，《帝京景物略》中
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
瓜必牙错， 瓣刻如莲花……其有妇
归宁者， 是日必返夫家， 曰团圆节
也”。 月亮每月都会圆，为什么只有
八月十五讲求人团圆呢？ 这是因为
古代生产力低下， 人们抵御自然灾
害能力有限，每年自五月初五(端午
节) 之后的一百天里， 往往要遭遇
洪水、瘟疫等大难，许多人家妻离子
散、阴阳两隔，到八月十五还能够团
聚的，值得好好庆祝。这就是中秋节
的由来。

千百年来，中秋节年年过，尽管
过节的人和时代背景已变了又变，
但过节的形式仍相差无几。做月饼、
买月饼、送月饼、吃月饼，把中秋节
过成了“月饼节”，难免让人尤其是
喜欢创新的年轻人产生 “审美疲
劳”，以至于“过节越来越没意思”渐
成现代人的口头禅。这个时候，发生
一些变化或者说突破———比如年轻
人舍弃“团圆餐”，早早规划一个人
的“赏月之旅”；很多景区纷纷公布
“最佳赏月地点”， 吸引远近游客欣
然前往；一些航空公司推出“赏月航
班”，让旅客透过舷窗来一个“高空
揽月”———是可喜的。

也许会有人说，反正月亮只有
一个 ，到哪看不都一样 ？还真不一

样 。 比如中秋节你住的地方阴雨绵
绵 ，几十里开外却一派晴朗 ，可以赏
到 “彩云拱月 ”；再比如因为雾霾 、光
污染 ， 城市的天空星星变得越来越
稀疏 、月亮变得越来越朦胧 ，只有到
那些宁静的乡村 ， 才能美美地仰望
满天星 、 月儿圆……当我们的经济
条件越来越好 、生活品质越来越高 ，
当 更 多 人 可以 自 主 选 择 是 去 观 察
“外国的月亮 ”，还是去感悟 “他乡的
月亮 ”“城郊的月亮 ”，中秋节理所应
当变得更新更美 、 具有更丰富的内
涵和形式。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延
续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 新的过法和
新的体验， 将使相传千年的古老佳节
焕发新的活力。

冷水江市委书记 李建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
致辞中指出：“面对当前挑战， 我们
应该创新发展方式 ， 挖掘增长动
能。”作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
市和全省首批全面小康达标县市，
冷水江应如何克服传统发展方式带
来的弊端， 加快推进基本现代化进
程？ 日前召开的该市第十次党代会
给出的答案是：始终坚持创新发展，
大力推进提质工程。

大力推进产业提质升级。三次产
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
平和层级的重要指标。2015年， 冷水
江三次产业比为3.7： 67.4： 28.9。 面对
工业畸重、农业畸轻、三产偏弱的实
际情况，要切实做优工业、做大三产、
做“特”农业，引导产业结构由“二三
一”向“三二一”方向优化：推动钢铁、
有色、煤电、煤化、建材五大传统产业
“老树发新芽”，发展下游产品和精深
加工，支持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
业加快发展，打造百亿产业、百亿企
业；真正将服务业作为转方式的主攻

方向、调结构的关键环节、换动能的主
要动力，大力发展旅游、物流、电子商务
等服务业，力争到2020年三产占比提升
到40%以上；将小农业做成大品牌，让小
农业发挥大作用，把新农村建设成为宜
居宜业的“后花园”。

大力推进城市提质扩容。城镇化是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冷水江10平方公里
生态新城已铺开框架， 在此基础上，要
坚定不移推进以人为本、注重质量的城
镇化：加快骨干路网和新城大桥等基础
设施建设，开创资江两岸竞相发展新格
局；狠抓精细管理，完善公共服务，提升
市民素质，培育城市文明，争创国家级
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和文明城市，让城
市成为创业的天堂、温馨的港湾。

大力推进环保提质攻坚。习总书记
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
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
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资
源枯竭型城市，冷水江市环保欠账多、
生态压力大，必须打赢环保攻坚战，推
动生态大提质。 要按照省委书记杜家
毫来锡矿山视察时的指示精神， 综合
施策、重点攻坚，把锡矿山打造成全国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示范区、 全国重
金属污染治理样板区。 要抓好全市生
态环保重点监测区域、 监测企业这一
基本面， 进一步做好污染防控的 “减
法”和生态绿化的“加法”。

大力推进民生提质改善。 现代化
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 我们将不忘初
心，把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的基因注入
发展的血脉： 全力推进精准扶贫 ，到
2017年底实现全市15个省级扶贫开发
重点村全部摘帽、14155名贫困人口整
体脱贫；切实纠正“重经济、轻民生，重
物质、轻精神，重速度、轻效益”的片面
观念，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社保、文化
等社会事业，统筹兼顾，补齐“短板”，让
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尊严感、幸福感。

段思平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委原副书
记、区长陈鹏严重违纪案被查处。在
纪律审查期间， 陈鹏写下10份悔过
书，悔过书中多次出现“穷人的钱不
能收， 老板的钱收一点也无所谓”
“不收钱是不近人情”“劫富不劫贫”
等字眼———他始终认为 “自己本质
是不坏的”。

陈鹏抛出 “劫富不劫贫” 的说
法，无非是想说明他还是个“挺有原
则” 的贪官， 从而进一步推导出其
“本质是不坏的”这一结论。这反映
了贪官的普遍心态，虽已身陷囹圄，
但仍认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分
子：怎么说也受党教育多年，有点素
质；为国家工作多年，有点贡献。这
并不奇怪， 因为人都是需要自我认
同感的。

其实，贪官的“自我认同感”，无
非是可笑的“催眠术”。

先是 “自我催眠 ”。 第一重境
界，是建立正面的自我评价和所谓
“正确的价值取向”， 第二重境界，
就是自欺欺人 “虽然做了坏事，但
是没什么风险”。 比如对于陈鹏而

言，他不仅被“劫富不劫贫”的封建
江湖道义催眠 ，还被心中的 “小九
九”催眠：富人财大气粗，收了他们
的钱即便事没办成，往往也能得一
句“就当交个朋友”；而穷人的钱来
之不易 ，万一事没办成 ，被举报的
可能性大多了 。 确立了这样一个
“底线思维”，陈鹏贪腐起来既心安
理得又肆无忌惮。

然后是“催眠他人”。第一重境
界是表演廉政，穷人送的钱，往往是
小钱，这时贪官常常做出一副公开
拒绝的廉洁模样，以蒙蔽舆论、混淆
视听。不知内情的人，还真以为这是
个严于律己的清官。第二重境界就
是表演无辜 ， 把犯罪事实大事化
小———“老板的钱收了一点”， 把犯
罪责任推给环境———“不收钱是不
近人情”，说到底，就是想通过最后
的粉饰，影响司法判决。

事实上，这些拙劣的催眠把戏
终究骗不了公众和法律，大受其害
的只会是日益陷入犯罪深渊的贪
官自己 。由此 ，每一个手握权力的
人都应该明白 ，“伸手必被捉 ”，找
再多理由为自己开脱 ， 都没有意
义。

“旅行＋赏月”
让古老中秋更新更美

大力推进提质工程
加快实现基本现代化

李建华 通讯员 摄

“劫富不劫贫”：
可笑的贪官“催眠术”

77.42亿元！ 这是国内四大乳
企伊利、蒙牛、光明、三元今年上半
年总共花掉的广告宣传费用。按照
上半年182天计算， 平均每天四家
企业的广宣投入达到了4250万元。

企业对产品进行适当宣传 ，
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但四大乳
企任性烧钱， 广告费用已是净利
润的数倍， 显然无益于自身乃至
中国乳业的健康发展： 一是严重
侵蚀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很大程
度上会影响到产品质量、 新产品
研发；再则“羊毛出在羊身上”，为

巨额广告费掏腰包的终究是广大
消费者； 同时加剧了行业不公平
竞争，对新兴乳企形成挤出效应，
无异于变相的行业垄断。

基于此， 相关部门及乳品行
业协会应协同发力， 坚决遏制乳
企过量、无度的广告宣传，转而通
过加强对乳企产品抽检并向社会
公开、 引导乳企加大创新和特质
化发展等， 推动形成各类乳企竞
相发展的良好格局， 奉献给消费
者更多质优价廉的好奶。

文/尹虹 图/毕传国

任性投放广告无益乳企健康发展

新闻漫画

新声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108 1 5 2 2 9 0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5158600.0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250 1 6 2
排列 5 16250 1 6 2 6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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