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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ÉLQYIÐã?u+$åX

!123*"4567

kl+�l�@+�lAm+�X
!"A+���5B¶C=D+�I=

,$$% F¶�0�I!"+�'EF+¿�l

F¿�l¥¿¦UV�,GI¶³ôñß�
/ÛI¿À~¾[8#�{�I»¶ªHI
JÇU+�[8IKÙ�íLJãª°±�
�I��(�ÅzêMNO$�X

ÜÝFG*FP4X ��Q�RßlS
T4FI �FFGU ,$$% FU 2++ �ÇV
®* !+,& FU /-/! AÇI *+ !, F\P
Æ��FFGl¦IF845 !+00zX £
F ,4$ ÷GÑKÙ�L &+!//-+2 �ÇIË
YR bW %$##/-$# �ÇX

�ßö�¿ÁÂ®X XYKê¼c 5Qw
pZ[IïRMõt�;%ñBI¹¼��
¥¦ ,!.// \Tl+�ÌÂc]l^zK��
'Ä_QlczÎ�ÛóNÚI¹±K!"+
�Q�!�`<IM%¹ab�c�!"Ò
�í��Idwd+ÙeÄ6I§ID½ª
ÐfgMl�%øGÂhlýTij¶»lc
Û÷Ãl=¸kjóNÚI¯.c�¥¦ñ
$GbI���'Â¡oEí®X ~é�¦
�!è�Î�I ©Ö�!ñBÎ�lmnI
¹±�!�¦õ�oÔóIÑ��ípÛo
qË��X Ff¹Á>�ß�I°±Kþ��
E¶·lâ¼V�l�ßö¬lFGö¬lô
ÍÄ7Q$ÙFç�Ù�íIýA�ü×ö
õrst*Iý£FzuFÑ7+�ôñ>
�àá�íYåõ+$X v�wxæ¶�!
uôI2 ÷ !# øÓA'ÊvÖ�-yk'æ
È¨ÖK�![8æ¶¬+QçèzæI��
!õ��vÖ�!U{«./I G|�U

Kà}Q�~}I}��X
+�[8{À8�X ~�0K2Ä$�Q

��üI��Ä6��êI��Ä6©�X /
÷ ,# øÜÝ ,! å��(�ÀÊ7�Kþ�
�/Ý���QÐã?u+,å¯¿À~¾

K$É$�Q{�I¯.K8�8DQ��I�
�(�=I3öÓ�¦ÚÀÕ�Â®X ÜÝ
#�ëÜ{�IMõýmøó�¿w&~¾

K�û���ï�Q�Ö{�óIï��íI�
ìË{X

��ô[I���½I��z²�I��
z�ÍX ýD�UðDÀY��I!"A�
��ü�II~1ÖIXXEFK8%ÑêQ
²���I=5�ÖKÄ�lê¸lÆÇl~
ylæHQ$¿½¾�¤IvG©jKË�³
Al��ðAl£¤#Al¢� AQ8¿²
�I0K²³l´³lµ³Q;³¶·�>�
xI0ÅÆÇÈ��²°I0Ä�Ä��°
�bI�¡�äI ÊðAI��î¯¢£È
±�²ItÍÑê¶�ëìJÿ¤À�ÁX

� Ö!I!"UÕ¥·oÊn¿X
!!"#$!

!"#$%&'
!!"#$%&'()*+,

89 :;< =>? @A BCC DE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马煜伟

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
录制的 “两优一先”“两学一做”特
别节目《榜样》一经播出，就收获了
广泛好评。节目邀请10位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
基层党组织代表，诠释中国共产党
人坚定理想信念、 为民实干担当、
勤勉敬业奉献的精神风采。

《论语·里仁》有言：“见贤思齐
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榜样》在
反腐纪录片《永远在路上》结束后
迅速播出，看起来是巧合，实则不

然。这两部“活教材”，从正反两方
面形成鲜明对比， 给人以强烈震
撼。

毛泽东同志说过：“典型本身
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动人以言者，
其感不深”，如果只是停留于会议上
动员、口头上说教，“正确的大道理”
凌空蹈虚，如何让党员干部感同身
受？《榜样》 中的很多人都是普通党
员，他们就生活在你我身边。

透过身边事观“标杆片”“反腐
片”，不得不承认，当下依然有部分
党员干部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见
“贤”却不思“齐”，口上喊着“向榜

样学习”，但私底下依然我行我素；
也有部分党员干部仍见“权”思齐、
见“名”思齐，全然淡忘了何为“四
讲四有”标准，淡忘了争做合格党
员的初心。

《榜样》中的党员来自基层，来
自平凡岗位， 能让众多党员可对
比、可学习：作为公职人员，就应以
娄底“警界之花”李贝为标杆，思清
正廉洁、一心为民之齐；作为工人，
就应以“工人院士”李万君为标杆，
思兢兢业业、踏实肯干之齐；作为
基层党组织，就应以海南省三沙市
琼沙3号轮党支部为标杆， 思创先

争优之齐……与榜样越近，心灵共
鸣越响亮；对照楷模越多，行事作
风越正派。

“春秋有序人民不亏时彦，宇
宙无极伟业尚待后贤。” 这是写在
开封包公祠大门上的一副对联。鉴
古照今，伟大的事业，呼唤榜样辈
出。从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 到尽心竭力践行党的优良作
风，再到困难和考验面前的躬身担
当、坚守本色，只有真正把党摆在
心头正中的位置，时时处处以党员
标准要求自己，共产党员才能成为
标杆、榜样。

袁浩

中央党校“领导干部阅读状况调查
研究 ”课题组 ，曾在中共中央党校在校
学员中进行过一次阅读状况问卷调查。
调查数据显示：对于领导干部目前的读
书状况，71%的学员评价 “一般”，17%评
价“好”，1%评价“很好”，11%评价“差”，
1%学员评价“很差”。持积极肯定态度的
不到20%， 这表明当前领导干部总体阅
读状况不容乐观。

非学无以立党兴党，非学无以治国
安邦 。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 ，加强学习
都是我们党应对挑战、 夺取胜利的法
宝 ； 每一次学习活动 ， 又都推动着我
们的事业取得进步和发展 。正因如此 ，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真正
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
作责任 、一种精神追求 ，自觉养成读书
学习的习惯 ， 真正使读书学习成为工
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是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中国共
产党的干部“阅读史”从革命战争年代就
开始了，“认字就在背包上， 写字就在大
地上， 课堂就在大路上， 桌子就在膝盖
上。”这种奋发求知的场景，在条件艰苦

的延安随处可见。“共产党要领导革命，
就要发起学习运动。”1938年10月，毛泽东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号召 “来一个
全党的学习竞赛”。无论是在风华正茂的
学生时代，还是风雨如晦的战争岁月，以
及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 毛泽东同志总
是手不释卷，堪称全党的楷模。

综观近些年来落马的官员，在反思和
忏悔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出了 “不愿学
习，读书太少”的慨叹。由于长期缺乏书香
的浸润， 他们有的政策理论水平碎片化，
导致能力不足；有的人看不见、看不懂新
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实际工作中盲干、
蛮干、乱干；有的人精神世界空虚，理想信
念滑坡，道德修养退化，甚至大干违法乱
纪的勾当；有的情趣爱好庸俗化，沉溺于
赌博打牌，留恋于声色犬马，行走于灯红
酒绿，养成一身江湖气、市侩气，严重损害
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多闻书香气自清 。人间百味 ，唯有
书香始终让人难忘 。书读多了 ，自然就
少了市侩气，多了书卷气；少了俗气，多
了清气 ；少了媚气 ，多了骨气 ；少了霸
气，多了和气 。愿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能
把读书当作一种素养去培养、一种操守
去坚持 、一种乐趣去享受 ，用书香浸润
生活，使自己成为人生“赢家”。

谢逸飞

长沙市民骑车出行将越
来越便利了 ！日前长沙已启动
26条道路的自行车专用道建
设工作 ，包括五一路 、芙蓉路 、
岳麓大道等在内的城市主次
干道将通过改造或增设自行
车道的形式 ，构建起全市的自
行车道网络 。这一工作预计本
月底建设完成。

如果时钟倒拨四五十年，彼
时的自行车应该能够算得上“高
大上”的物件。那时，在中国拥有
一辆名牌自行车，犹如在主要以
汽车代步的国家拥有一辆凯迪
拉克或奔驰车。后来，我们很快
成为了“自行车王国”。再后来，
人们把拥有汽车作为追求的目
标。城市里汽车越来越多，自行
车越来越少，自行车道也逐渐在
城市路网规划中“靠边站”，骑车
人常常无路可走。

“骑车上路，一会要骑上人
行道； 一会路断了要扛着车子
过天桥； 一会被交警拦住……
你说这自行车还能骑吗？”今年
5月，时任湖南省省长的杜家毫

在省委城市工作会议上 ，分享
了他在长沙的骑行经历 ，直指
城市公共服务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对汽车特别是私家车的
盲目崇拜 ， 带来了城市拥堵 、
污染严重等许多问题 。物极必
反 ，人们不断在反思该怎样的
交通结构才是健康合理的 ，如
今环保出行 、绿色出行的 “自
行车文化 ” 已经光荣回归了 。
骑自行车安排自己的生活 ，开
始成为一种新风气 。 但光有
“文化 ”还不够 ，我们要给自行
车道一个“主体地位”。

长 沙 此 次 启 动 26条 自 行
车专用道的建设 ，就是要让骑
车人有道可行 、 有道好行 。这
表明 ，我们的交通规划已经有
所校正 ，从以汽车为核心到以
人为核心 ，以市民出行实际需
求为核心。

当然 ， 对于整个 长 沙 而
言 ，26条 自 行 车 专 道 肯 定 不
够 ，还需要在以后的路网规划
建设中进一步完善 ，真正让这
种低碳 、健康 、自由的出行方
式成为一种生活时尚。

王言虎

几天前，京广铁路临湘段曾发生惊
险一幕 ：5名初中生参加同学生日聚会
后翻越围墙， 在铁轨上玩逃离游戏，导
致一列从长沙开往武汉的列车紧急刹
车，并被逼停7分钟 。这5名学生被随后
赶到的民警带回派出所接受教育 ：“你
们不是耍酷，是耍命！”

用“熊孩子”来形容这几名愣头青，
恐怕还是太轻了———一旦没能及时逃
离铁轨 ， 除了当事人要付出生命代价
外，也可能殃及列车乘客 ，造成更大的
公共安全悲剧。

在心理专家眼里 ，这是 “半知半解
型”行为惹下的祸 ：明知自身行为可能
带来的后果 ，仍然做出危险动作 。这几
名初中生集体在铁轨上胡闹，就是想追
求扭曲的快感。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青少年受不良认
知的影响，把这种危险行为反以为是“酷”
的表现。青少年处于叛逆时期，缺乏相应
的社会经历和判断能力，很容易盲目效仿
所谓“新风气”。他们陷入了一种认知的误
区，以为所有特立独行的东西都是“酷”，
不加区别地把一些反情理、伤害自己的行
为也当成一种“酷”。同时，一些社会青年、
娱乐明星的不良生活方式，都或多或少对
青少年产生不良的心理暗示。

孩子们惹祸的背后，其实是安全教
育的缺失。 没有哪个孩子生性顽劣、天
生作恶 ，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安全教育
必不可少 。不论是家庭 、学校 、社会 ，都
应该高度重视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告诉
孩子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哪些行为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危险，造
成的后果会有多严重，否则，酿成大祸、
铸成大错，就追悔莫及。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尽管我
国的冷鲜肉产业高速发展，但问题
肉、超期存放的僵尸肉仍有市场。

中国食文化研究会 、 中国冷
鲜肉促进理事会在日前举办的首
届肉类食材文化与健康论坛上发

布的调研报告显示 ，民工食堂 、大
排档 、 夜市摊成为劣质肉类食材
的主要市场 。 也正是因为仍具有
市场基础 ， 我国的劣质肉流通问
题屡禁不绝。

文/�图 石向阳

见《榜样》之贤 思党员之齐

如此漠视生命，哪来的酷

多闻书香气自清

自行车道重回城市的欣喜 新闻漫画

夜宵摊：问题肉消费的重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