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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南京天气阴沉，北风凛冽，
冬雨滴落在人们身上 。这一天 ，是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一声声凄厉的警报声 ， 显得格外痛
楚 。这声音穿越长空 ，将人们的思绪拉回
到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 有着 “六朝古
都 ”美誉的南京 ，顷刻间成了惨绝人寰的
人间地狱———沦陷后的南京，遭遇日寇长
达40多天的大屠杀， 有超过30万的无辜平
民及战俘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
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在侵华战争

期间制造的无数暴行中最残暴、 最泯灭人
性的虐杀事件， 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
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

公祭日，人们回顾历史，寄托哀思，祈
祷和平。

悼念，是为了奋发图强。前几天，在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 “哭
墙”上，又新加上了110个死难者的名字。这
是日军罪行的新证。截至目前，“哭墙”已刻
上10615个名字。在山河破碎的年代，泱泱
中华大国却遭受蕞尔小邦的肆意欺辱。今
天，在庄严的国家公祭中，“落后就要挨打”
的警示依旧振聋发聩。

悼念 ，是为了不忘感恩 。南京一家照

相馆的小学徒罗瑾 ，冒着生命危险 ，拷贝
日军军官送来冲洗的照片 ， 历尽艰辛终
于保存到抗战胜利 ， 成为南京军事法庭
审判的一号证据 ；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 ，
用摄影机拍摄下日军罪证的影像资料 ，
设法躲过日军检查带往上海 ， 及时散发
给国际社会 ， 他也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的重要证人 ； 在南京失陷血与火的日
子里 ，拉贝 、魏特琳等富有正义感的
外籍人士 ，用自己的力量保护了许许
多多南京人免遭侵略者的毒手 ，彰显
着人性的良知与伟大 。

悼念，是为了珍视和平。历史的硝
烟早已散去，但“历史总是在一些重要

时间节点上更能勾起人们的回忆和反思，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 警示未
来”。今天，人们铭记这段历史，是出于捍卫
国际公理正义， 出于内心深处对和平的向
往和坚守。

对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人来
说，“勿忘国耻，圆梦中华”更应成为铿锵有
力的誓言、脚踏实地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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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提出 “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 的五大发展理
念。站在“十三五”新
的历史起点，茶陵县
确立“决胜脱贫奔小
康，加快建成湘赣边
界中心县”的奋斗目
标，以发展新理念开
辟新境界。

创新发展 ，增
强 转 型 升 级 新 动
能。 以创新驱动助
推工业升级，致力打造湘赣边界区域交通中心、特色
产业集聚中心、商贸物流中心。以产业发展促进农业
升档，坚持扩量与提质并举、园区与龙头共建、品牌与
市场齐抓，不断提高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
现代化水平。以全域旅游带动三产升温，打造云阳山、
古城、东阳湖、乡村旅游4个增长极，建设湘赣边界生
态文化旅游休闲中心县。

协调发展，构筑均衡融合新格局。实施“东提南扩”
城市发展战略，加快建成“骨骼强、血脉畅、气质美、活力
足”的湘赣边界中心县城。培育特色城镇，打造工业强
镇、商贸大镇、农业重镇、生态美镇、边界要镇。加强精细
管理，实现城市管理智能化、数字化、科学化。以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为示范，抓实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打造一批省、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绿色发展，建设两型生态新家园。以创建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为契机，大力促进“天蓝、地绿 、水清 、气
爽”，把茶陵建成碧水青山、绿色低碳、人文厚重、和谐
宜居的生态文明城市。 强化洣水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
建设，推进东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全面实施封山育
林，坚持“大栽树、栽大树，年年栽、人人栽”，确保一栽
成绿、一栽成林、一栽成景，形成大绿大美的城乡景观。

坚持开放发展，再造内外联动新优势。抢抓省直
管县改革试点重大机遇，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健全外引内联、互利共赢的开
放体系，加快推动交通、经贸、产业、人文等与周边地
区全方位互动融合。推动湘赣开放合作试验区加快实
施，加强与永兴、莲花、井冈山等周边县市的协同发
展。坚持引进外资外商与 “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
相结合，重点谋划和招引一批好项目、大项目。

共享发展，共创幸福美好新生活。脱贫攻坚是茶
陵的第一民生工程。要确保2017年底完成脱贫“摘帽”
任务。围绕群众就业、就学、就医等实际困难，大办利
民惠民实事好事。推动居民收入高增长、社会保障高
层次、公共服务高质量、社会治理高水平，致力构建幸
福和谐新茶陵。

新声

践行新理念 建设新茶陵
茶陵县委书记 彭新军

彭新军 通讯员 摄

王言虎

日前，长沙市环保局公示了县级及以
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案，
明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调查及划分
了11处水源地，其中长沙城区2处、长沙县3
处、望城区1处、浏阳市1处、宁乡县4处。

没有什么比空气和水资源更重要。一
杯干净的饮用水，是保证人体健康的基本
条件。如果连每天要饮用的水的安全都保
证不了，其他诉求就无从谈起。

“湘江保护，饮用水源先行”。早在几年
前，湘江饮用水源的保护，就被纳入省政府
的“一号重点工程”。虑及湘江饮用水源的
保护事关全省60%左右人口的用水安全 ，
保护工作须臾不可懈怠。

试想，一旦保护不力，水体污染，势必导
致水危机，引发社会恐慌。且水体一旦污染，
短时期内难以恢复，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指出
我国将在2018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长制，其
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 “保障饮用水水源安
全”。推行“河长制”，意在强化“关键少数”
在河流治理中的“关键”作用。这说明，对饮
用水源的保护，越来越被重视。长沙此番重
新划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也正是重视
饮用水源保护责任的体现。

长沙此次新编制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分技术报告(湘江干流长沙段分册 )》，明
确禁止在一、 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污
染排放行为， 这也是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
例》中的基本要求。政府出台了方案，从企
业层面来讲，就要不折不扣地落实，清洁生
产、节约用水、减少排污。而从个人层面来
讲，每一个细微的举措，如节约一滴水，不
向饮用水源乱丢垃圾， 都是保护饮用水源
的具体行动。

戴先任

近些天来， 一趟由郴州开往宜章白石
渡的绿皮列车感动了全国网友。这趟8629/
8630次绿皮列车，这趟通勤车，沿途只停靠
槐树下、坳上、太平里3个乡下站，向沿线农
民无条件开放。更可贵的是，这趟列车坚持
不向农民收费。

不少人拿“菜农专列”与红遍网络只为
一人运行的日本北海道“上白龙站”作比。两
者的运行都不是从利益出发，“上白龙站”连
年亏损也持续运营，而“菜农专列”更是免费
运送。如果单从经济效益上出发的话，这样
的列车早就可以取消了，但是为了方便沿途
的百姓出行，铁路部门还是将这趟“光吃草，
不产奶” 的列车给保持了下来。“菜农专列”

深藏着铁路部门浓浓的为民情怀。
每天一趟的通勤车， 虽然条件简陋，却

早已成为附近农民的出行专列。车上那摆放
整齐的菜篓子寄托着当地百姓对生活的希
望，“菜农专列” 载着他们和希望驶向前方。
从这个角度看，当地运行这趟专列，更是在
兑现带领所有人一起脱贫致富的承诺。与其
给贫困者送钱，不如帮他们一把，让他们能

够自立自强。
凛冽寒冬里 ，“菜农专列 ” 的新闻不

仅暖了人心 ，也是一个励志故事 。动车风
驰电掣的时代 ， 人们没有忘记这些身处
偏僻乡间的菜农 。对于当地村民而言 ，这
趟绿皮火车是一种交通方式 ， 更是一种
生活方式 ， 承载着他们美好生活的无限
可能 。

那段国殇，我们从未敢忘却

饮用水源地保护兹事体大

“菜农专列”惠民于行

新闻漫画

近日， 南都记者暗访网络黑灰产业
链服务商， 证实700元就买到了同事行
踪，包括开房、航班、银行信息等11项纪
录。

银行卡信息泄露， 背后可能是银行
征信系统的不安全；行踪信息泄露，背后
可能是GPS系统的不安全； 开房信息泄

露，背后可能是酒店管理系统的不安全。
这些系统的不安全性若被一一引爆，所
引发的蝴蝶效应让人不寒而栗。

互联网“好与坏”的一线之隔，就在
于监管是否到位。 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加
大保障信息安全的力度。

文/金雨 图/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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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上接1版①）
李民说， 前些年由于受到多种思潮、

多元文化的影响， 高校的政治理论课弱
化、价值观教育虚化，从而社会风气不良、
道德建设滑坡及高校中出现“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等现象在一定程度存在。因此，引
导学生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
世界， 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
中国梦激扬青春梦，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
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把
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显得尤为重
要和迫切。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做？这
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给出了答
案，也就是为学校定了向、为思想政治工
作定了位、为学校党委定了责、为教师标
准定了调，内涵非常明确、表述非常精准。
如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定位，从抓课堂
教学、学科体系和教材建设、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运用新媒体技术等几个重点方面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的状况。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要求亲

和力和针对性结合， 真正做到这一点很
不容易。 李民说：“自己也曾听了学校不
少的课，包括思想政治课。感觉老师们授
课认真， 但能结合得很好的老师还真不
多。 如前不久听了一位名校博士毕业的
老师讲思政课，感觉很有激情、对学生也
很有吸引力， 但所选用的例子都是国外
的，就不太合适。因为没有联系当今的时
代和火热的生活，没有接地气。同时，思
想政治课的教材建设也要克服自编教材
和国外引进教材照搬过多的问题， 应该
多用马工程教材和规划教材。 思想政治
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还要和校园文化建
设、文明校园创建、各类社会实践等正能
量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贯穿到整个大学
阶段，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起来，增强时
代感和吸引力。”

“这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对教师标准
的定调也非常全面深刻。提出传道者自己

首先要明道、信道，教育者必先接受教育，
要成为先进思想文化传播者、党执政的坚
定支持者，担负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
引路人的责任。 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
持四个统一， 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
德立学、以德施教。”李民说，这意味着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是思想政治课教
师和辅导员的责任，也必须成为全体教师
的责任，对教师做人、治学、教书等方面都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湖南师大将按照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精神，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出
台具体实施方案。”李民告诉记者，相关
职能部门正在按党委要求， 出台操作层
面的举措，而且会很快落地实施。党委要
强化责任意识， 从原来认为管党治党的
党建责任向承担管党治党、 办学治校主
体责任转变。 要强化全体教师作为先进
思想文化的传播者、 党执政的坚定支持
者的意识和责任。 特别要提高思想政治
课教师的教学能力。

（紧接1版②）发改、财政、煤炭等部门联合，制定出
台“上符国家政策要求，下贴湖南煤矿实情”的关
闭退出工作方案。

坚持政策引导，督促多关快关。我省在明确中
央奖补资金主要用于煤矿职工安置的基础上，省
财政再配套安排省级奖补资金， 对积极主动关闭
退出的非国有煤矿进行奖补；同时对因“去产能”
而财政收入影响较大的县（市、区)，加大财政转移
支付力度。 国土部门积极返还被关闭矿井剩余资
源采矿权价款和地质环境治理备用金。

坚持企业自主，确保平稳有序。我省明确，凡是
依照国家政策必须关闭退出的，坚决按要求“关到

位、退彻底”。对安全隐患重、条件不好的其他矿井，
通过政策鼓励，引导其理性、自主选择关闭退出。

坚持条件倒逼，确保管控到位。严把煤矿安全
生产许可证“颁证关”“延证关”，凡不具备安全生
产条件的煤矿，一律不颁证、不延证；严厉打击非
法违法生产行为，“触犯哪一条就顶格处分到哪一
步”，确保“该停产的停产、该整顿的整顿、该关闭
的坚决关闭”。通过关闭退出和严管严控，全省煤
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截至11月底，全省
煤矿发生各类事故 、 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71.4%、68.8%，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下降63%；全省
煤矿连续41个月杜绝了重大事故。

（紧接1版③）湘潭、衡阳、长沙也在加强调度和督
导，提高党报党刊发行质量。娄底首度实施财政代
扣，宣传、财政、邮政等部门正在紧密衔接，推进财
政代扣落实到位， 同时增加组织部门用于征订党
报党刊的党费金额，确保湖南日报发行稳中有升。

一直以来，省直单位党报党刊征订难度较大，今
年同样很不平衡。省直机关工委严格征订办法，在机
关专门设立湖南日报征订室， 根据实际情况重新下

达征订任务，来势明显好于往年。省教育工委高度重
视高校思想工作建设和党报发行工作， 湖南日报发
行有所增长。 省国资委系统和省旅游系统党报发行
工作相对滞后。一些企业，特别是宾馆、酒店，声称效
益不好，拒绝征订党报党刊；一些央企和强势单位对
党报党刊征订不予配合。 省直机关工委将开展督导
工作，将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与文明考核严格挂钩，湖
南日报也将对相关单位予以公开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