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3日，
空中俯瞰南县乌
嘴乡罗文村，一
栋栋用彩绘装扮
的新农村房舍墙
体， 好似七彩斑
斓的童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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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洞庭湖之滨，在清新的空气里，在蔚
蓝的天空下，一条沥青路环绕全村，红花绿树
掩映之中，屋舍俨然。在一栋栋用彩绘装扮的
农村房舍墙体上，五颜六色的画面，或浓墨淡
彩，或夸张诙谐，或精灵古怪，或一本正经，似
梦非梦，亦真亦幻……整个村庄村容整洁，环
境优美。置身其中，令人仿佛来到了一个七彩
斑斓的童话世界，这就是南县乌嘴乡罗文村。

坐落在藕池河东支河畔的罗文村， 原来
是洞庭湖边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因为花海、
因为彩绘、因为无中生有的创意而一夜成名，
“火得不得了”。

今年8月上旬，阿里巴巴集团专业摄影组
在全国3个素材采集点中选中唯一的县级城
市南县拍摄视频，作为9月初在杭州市举办的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的宣传片进行展
示，罗文村因其风光秀美兼具独特景色，作为
“美丽乡村”的代表而入选。视频出来后，罗文
村更成了“网红”。

“将笑脸画在自家墙上”
在罗文村现已完工的64栋民居彩绘墙

上，既有卓别林、蒙娜丽莎等世界级“村民”，
也有当地村民自己的形象， 他们以自信的笑
容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

“现在她是我们罗文的‘新闻人物’了，经
常接受记者采访。”南县洞庭湖生态经济创新
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郭岚向记者这样介绍村
民杨云珍。

今年84岁的杨云珍， 她的大幅笑脸头像
被彩绘在自家房屋的外墙上。她家在村头，一
进村就可看到，十分醒目。

杨云珍眼不花，耳不聋，身体硬朗。右边
的门牙掉了一颗。 这也是她彩绘头像的一个
显著特点。

“你的头像画在墙上你觉得怎样？”面对
记者的提问，杨云珍说：“画得好画得像。请别
人画还要钱，我没花钱一天半就画好了，现在
四处传出去了，好啊！”

5岁多的小姑娘杨紫衿也“上墙了”。在她家
后墙上，画面上的她露出几颗小牙笑吟吟的，惹
人喜爱。可是她不喜欢这画，她说把她画丑了。她
奶奶曾春梅解释说，她觉得把她的牙齿画宽了，
不美了。曾春梅说：“她的画像出来后，用手机拍
照后发微信出去， 喜得她在浙江打工的爸爸说

‘我女儿出名了，像一个小明星’。”

“头脑风暴”刮出的创意
罗文村的走红，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她就

是秦琴。 秦琴是南县洞庭湖生态经济创新示
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2014年9月，南县为新城镇、新产业、新农

村“三新”融合而成立了南县洞庭湖生态经济
创新示范区，罗文村被划入“创新区”范围内。
在罗文创建“美丽乡村”的过程中，怎样花最
少的钱办最多的事？ 在全县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的背景下， 如何吸引更多的游客到
罗文来？这些问题，是秦琴与她的同事们考虑
的一个重点。为了找到一个突破口，他们常常
绞尽脑汁，寝食难安。

“昨天我一个晚上都没睡着，想到一个
点子，我们把城市的涂鸦文化引入到罗文村
来，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碰撞一定可以擦
出火花来，大家觉得怎么样？”2015年早春的
一天，秦琴一上班就把大家叫过来开会进行
研讨。

她话音一落，会议室里就炸开了锅，有人
叫好，也有人泼冷水。该区工作人员大部分是

“85”后，想干事，能干事，常常刮起“头脑风

暴”。称赞的人认为，这是全新的尝试，引入涂
鸦文化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把乡村点缀得更
有生气和灵气。而反对的人则认为，涂鸦文化
不适合南县的农村，居民可能难以接受，而且
也不符合湖区农村的文化特点。 双方各抒己
见，不断进行着思想交锋。

“南县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县，没有自身的
房屋特点， 农居美化与其像人家一样千篇一
律地‘穿衣戴帽’，倒不如尝试一下其他的风
格。创新区就是以创新为要，敢为人先。”秦琴
最终拍板定夺。

2015年3月，该区举办了“‘罗文花海’民
居涂鸦创意大赛”活动，对罗文村百余栋民居
墙体进行彩绘设计。 大赛邀请国内知名高校
教授、 艺术家、 文化创意专家组成专业评审
团，从来自全国高校、艺术团体、设计公司的
240余幅(组)作品中，评选出26幅(组)作为施工

样本。并选定了长沙的“城市漫步”、“美美手
绘” 来进行彩绘施工。 当年5月启动施工。目
前，项目一期、二期主体竣工，64栋涂鸦民居
均已成型。

“花海里的特色村庄”
卢银科是“城市漫步”的负责人，罗文村

的墙体彩绘绝大多数是他率领的团队的作
品。他说，墙体彩绘是创意美术的一种。罗文
村给了他们一个进行场景美术创作的好平
台，激发了他们的创作冲动和灵感。他们常常
就地取材进行创作， 如将农户家的烟囱画成
一个男人叼的一支烟， 然后依照房屋的结构
在上面就势画一个小男孩撒尿， 浇熄了这支
烟。还有一幅一个人的头像彩绘，把两匹马组
合成头像的头发。 这种利用视觉错乱形成形
体的延伸，使人看后印象深刻，还会发出会心
的一笑。

罗文村是我省油菜花观赏基地之一，以
“万亩油菜花海”的壮美景色闻名。阳春三月，
油菜花开的季节， 金黄色的油菜花海一望无
际、沁人心脾。可是，油菜花的花期短。郭岚对
记者说，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们除了将湖区
典型的具有观赏性的荷花和芦苇花引入外，
还流转了村里的1200亩土地， 委托专业花卉
公司种植向日葵、郁金香和波斯菊等品种，使
来罗文的人一年四季都可欣赏到花， 都可在
花海中徜徉。

有旅游开发和管理工作经历的秦琴说，
在现有的基础上，对罗文村其余的民居彩绘，
将从更高的视野谋划，以更高的标准来打造。
对花海的主打品种油菜花， 也将进行改良升
级。 南县洞庭湖生态经济创新示范区目前正
在与相关机构合作，研制紫色、翡翠色等5种
颜色的油菜花，丰富花海的内容，增强其观赏
性和吸引力。

到来年，一个更具魅力的“美丽乡村”将
展示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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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旭平

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把“怎么看、怎么学、怎么做”讲清楚。

“怎么看、怎么学、怎么做”，既体现了宣
讲内容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也指出了学
习贯彻好全会精神的三个关键环节。只有在
宣讲工作中答好“怎么看、怎么学、怎么做”
这三道题，才能让全会精神入脑入心。

讲清“怎么看”，让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
六中全会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伟大征途中的里程碑意义。当前，我
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抢抓
机遇、迎接挑战，关键在党，关键要从严治党。党
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依
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强党的自身建
设、全面从严治党依然是当前推进各项工作的
一个重要抓手。只有让党的队伍更纯洁、党的肌
体更健康、党的队伍更具战斗力，各项事业的基
石才会更加坚固。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从
严治党重大问题，就是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夯实基础。

讲清“怎么学”，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准

确把握全会精神。自十八届六中全会闭幕以来，
各级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多形式、多角度、全方
位报道、阐释了全会精神。但是，仅有这些宣传
报道还远远不能达到让全会精神在全国人民
中的目标。毕竟，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而且文
化程度参差不齐，需要开展更多深入基层、活泼
多样、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活动，来帮助大家
对全会精神既全面学又突出重点学，学有所感、
学有所获。

讲清“怎么做”，引领广大干部群众把全
会精神落到实处，凝心聚力，推动各项事业
又好又快发展。全会通过的《准则》和《条例》

是全会精神的核心，党员干部贯彻全会精神
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工作和生
活中扎扎实实践行《准则》、《条例》要求，用
行动闪亮理想信念之光。 对普通群众讲清
“怎么做”也十分必要，一来可以帮助他们以
《准则》、《条例》为准绳，更好监督身边每位
共产党员；再则可以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
凝聚力，让更多群众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怎么看、怎么学、怎么做”，映射了由理
论到实践的必然路径，坚持将这一脉络贯穿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的全过程，宣讲才
会更接地气、更有生气、更见成效。

做精于知纪的 “明白人 ”。外化于行 ，须先
内化于心。纪律教育学习的重中之重 ，是学深
学透党章这个根本大法 。 尊崇党章的当务之
急，是深入学习新修订的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全面、准
确、深刻掌握其精神实质 ，进而内化为坚定信
念。要带着问题学，对还比较模糊的纪律要求，
要及时“补火”，搞清楚哪些事不能做 、哪些话
不能讲，不做糊里糊涂、无知无畏的“纪盲”。

做严于守纪的“老实人”。在党的纪律面前，
没有特权，没有例外，没有禁区，所有党员都必
须老老实实地遵守，决不允许打折扣、搞变通、
做选择 。 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发挥出
“关键少数”作用，示范带领广大党员干部这个
“绝大多数”，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 ，在严守党
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 、廉洁纪律 、
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做出表率。

做敢于执纪的“铁面人”。纪律的生命力、权
威性在于执行。各级纪检组织、纪检干部肩负监
督、执纪、问责的重大职责，要聚焦“主责主业”，
敢当“黑包公”，不做“老好人”，坚持秉公执纪；要
紧盯资金分配、项目审批、行政许可及人、财、物
管理等重点岗位、重点部位、关键领域和重要环
节，同时严查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做到违纪必
查、查必从严。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要坚定地
支持纪检机关履职， 在执纪办案上不打招呼、不
批条子、不徇私情，切实让纪律通上“高压电”，推
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做忠于维纪的“守护人”。我们党是用革命
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每名党员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党的纪律。面对
各类违纪违法行为， 要敢于挺身而出、“亮剑”
发声；要守住党内政治生活这块阵地，用好“批
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讲党性不讲私情、讲
真理不讲面子。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深刻认识到，纪律既是“紧箍咒 ”更是 “护身
符”，从而主动接受党内监督 、民主监督 、社会
监督，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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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亮

最近召开的2017年度全国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会议， 在要求认真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的同时，强调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党员干
部阅读党报党刊的积极性、主动性，并以此凝
聚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共识。

党报党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是党和政
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担负着传播
党的声音、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的责
任和使命。但“在一些单位，党报党刊在订购
结束之后似乎就‘万事大吉’了，至于看不看、
学不学很少有人关心。 有些报刊甚至还没有
开封就作为废品处理”———如此现象值得反
思。

随着信息传播途径日益丰富，互联网、手
机客户端已逐渐成为人们“晓知天下”的重要

平台，但无论内容表达怎么变，无论传播渠道
如何升级， 党报党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
地位不可替代。 党报党刊既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思想理论，又集中反映社情民意，介
绍先进工作经验和方法，努力成为“党的政策
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
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是党员干部不
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近些年来，面对网络媒体
的竞争， 各级党报党刊在坚守正确导向基础
上持续努力改进文风、优化表达，其文章与资
讯的可读性、趣味性不断增强，更贴近百姓生
活，发布平台也更加多样化，竞争优势越加突
显。

党员干部应把学习阅读党报党刊作为切
实提高自身政策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的重要
一环， 努力让自己在各项工作中不断取得新
进步、新成绩。

浦江潮

近日，《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 正式
实施，条例明确规定：“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
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
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上，条例还设立了“鼓
励社会组织通过商业保险、 奖励等形式，支
持和引导市民参与紧急现场救护”的条款。

看到有人倒地扶不扶， 这是一个老生
常谈的问题，公说婆说、莫衷一是 。表现在
行动上，有人伸手相助，有人视而不见 ，有
人围观看热闹。人们纠结的主要有两点：一
是做了好事反倒被赖上了怎么办？ 二是万
一因为救助措施不当加重了病情怎么办 ？
甚至导致死亡怎么办？上海市这次立法，明
确规定“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
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人们通常所说的 “好人法 ”，即专门为
那些做好事的人提供特别的法律保护 ，免
除他们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也就免除了
他们的后顾之忧。近年来，北京、杭州、深圳

等城市都陆续出台了 “好人法 ”。这样的专
门法律其意义显而易见： 一方面体现了公
平公正， 以免人们做了好事还要承担法律
责任；二是鼓励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发扬
互助精神，弘扬社会美德。

但是，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被救助
的人万一因为不当的救助措施而遭受损
害，谁来补偿呢？显然，在免除了施救者法
律责任的情况下， 如果遭受损害的被救助
者无法获得补偿，无疑也是不公平、不合理
的，甚至会引发无休止的纠纷。

以前一些地方出台的 “好人法 ”，更多
是强调施救者不承担法律责任， 而对被救
助者的权益重视不够。上海市这次立法，明
确提出鼓励社会组织通过商业保险等形
式，给予遭到损害的被救助者经济补偿，这
是一个有意义的突破，也是上海 “好人法 ”
的一大亮点， 它不仅让遭受损害的被救助
者获得了公正待遇， 而且彻底免除了救助
者的后顾之忧，兼顾了双方的权益，可以说
是“两全其美”，其做法值得各地借鉴。

11月5日晚，有网友通过微博爆料，
陕西汉阴县国土资源局在大门口的“县
委第七督导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征求
箱”一侧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摄像范围
正对准意见箱 。对此 ，该局表示将立即
整改。

设置意见箱，本是广开言路的开明
之举，要想此举取得成效 ，最根本的一
点，就是要切实保护好举报 、投诉人的

个人隐私，令其抛开各种顾虑，将问题、
意见反映上来。但如果意见箱旁有摄像
头虎视眈眈 ，谁还敢上前提意见 ？尽管
按汉阴县国土资源局的解释 ，“摄像头
的安装早于意见箱” “单方面考虑群众
投递方便，未考虑到摄像头这一因素”，
但如此无心之失也是要不得的，需要认
真反思。

文/若素 图/陶小莫

答好“三道题”，让全会精神入心入脑 厚植纪律严明的
政治基因

新声

刘卫华 通讯员 摄

阅读党报党刊，应成为党员干部的习惯 新闻漫画

摄像头对准意见箱，什么用意？

上海“好人法”的一大亮点

缺牙老婆婆 村头笑呵呵
彩绘罗文村，亦真亦幻，似梦非梦，走进G20峰会，成为“网红”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 纪律严明是全
党统一意志、统一
行动、步调一致前
进的重要保障，是
党内政治生活的
重要内容。我们党
拥有纪律严明的
优良传统和政治
优势，在新时期新
形势新常态下，各
级党组织和所有
党员干部必须自
觉传承和厚植这
一政治基因。

宁远县委书记 刘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