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建国

从12月22日上午开始， 受冷空气影响，
持续笼罩中国多地的雾霾将自北向南逐渐
减弱或消散。 环保部21日晚通报称， 遥感
监测数据显示， 受这次大范围雾霾影响的
国土面积一度达到188万平方公里， 几乎相
当于中国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

雾霾消散了 ， 很多人的心情变得轻

松起来 。 在朋友圈 ， 已有人晒出北京蓝
蓝 的 天 ， 但 更 多 的 人 依 然 兴 奋 不 起
来———“虽然空气的红色预警已解除， 但
周末又会有新一轮污染天气”。 在网上各
种调侃的段子中， 有一种声音格外凝重：
“面对沉重的雾霾， 不如回家去吧”。

讲一个身边的例子吧 。 一个亲戚家
的孩子 ， 在一座雾霾严重的城市拥有一
份相对不错的工作 。 可前一段时间 ， 她

不顾家人劝阻 ， 毅然辞去了这份来之不
易的工作 。 其理由是 ， 实在忍受不了这
座城市的雾霾 。 雾霾对于她来说 ， 影响
的不仅是呼吸 ， 还有心情 ， 更有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 听到这一切 ， 面对木已成
舟 ， 家人也实在不好责备 。 这可能只是
个案 ， 但不能否认 ， 因为雾霾问题而产
生逃离想法的人并不少。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 人民群众希望天是蓝
的 ， 呼吸是新鲜的 。 不可否认 ， 职业选
择受多种条件影响 ， 在这其中 ， 免受雾

霾侵害可能只占很少份额 ； 同样 ， 一些
受雾霾影响严重的一线大城市 ， 有着比
其他城市更多的竞争优势 。 但不容否认
的是 ， 环境问题对一座城市的影响力 ，
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就业考量 ， 环境优
美地区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增强。

你会不会因为雾霾而离开这座城市？
但愿这样的设问是杞人忧天 。 但如果看
不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 终有一天环境
会成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软肋 ， 进而导
致人才大量流失 。 这种流失 ， 乃城市
“无法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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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桃

临近年底 ，各地进入工作 “收官季 ”。
按照“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全省各地
各单位相继召开民主生活会。

民主生活会是党员间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依
靠党内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
民主生活会，重在真找问题，找真问题，敢
于“当面锣对面鼓”，方能达到加强内部团
结的效果，从而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
聚力。

民主生活会如同火锅，要加足辣味元
素，该红脸的红脸，该出汗的出汗，才能达
到排毒目的 。然而 ，有的单位的民主生活
会味道 “清淡如水 ”：批评别人前 ，先说通
客套话 ，纵然话锋一转 ，也停留在皮毛之
上，犹如隔靴搔痒，找不到关键问题，提不
出有效意见；或相互吹捧，只谈成绩，不谈
缺点，整个会一团“和气”。更有甚者，会前
先排练 ，会上照本演出 ，严重亵渎党内生
活的严肃性。

究其原因，是好人主义作祟，是党性不
强的表现。部分党员不愿讲真话，相互掩饰，

抱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心态，使得本该揭
短露丑，变成护短遮丑。不敢说真话，缺少正
义感，甘当“老好人”，甚至充当“化妆师”，为
其他同志的缺点“涂脂抹粉”。这样的民主生
活会，不但找不出症结，还会养痈为患，为党
的事业埋下“地雷”。

有“辣味”的民主生活会，才能找出问
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问题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敢正视问题。民主生活会需要的
是说真话，敢于剖析自己的不足，敢于指出
他人缺点。 在营造正常党内政治生活上，各
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要带好头，以自己的示范

作用，带动全体党员谈问题有的放矢、直达
病灶，剖析原因言之有物、如见其人，谈心谈
话敞开思想、掏心见胆。

开出有“辣味”的民主生活会，更利于
整改问题 。党员自身存在的问题 ，有的自
己知道 ，有的自己不知道 。有的把问题掖
着，怕缺点示众，影响自己“前程”。不管出
于哪种情况 ，用真话褪去外衣 ，让问题曝
光，能起到促进自己、他人整改作用。古人
说得好：“道吾好者是吾贼，道吾恶者是吾
师”，具有“辣味”的真话，能起到医治己身
之病的效果。

文化惠民既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衡南县积
极盘活社会资源，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支
持、惠及全民”的文化民生新路子，不断增强城乡公共
文化体系建设， 大力改善各类文化服务设施和服务条
件，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政府社会合力，创新文化服务体制机制。衡南县
着力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
管理服务体制改革，形成了“公办民营”“民营公补”
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机制 ，政府由 “办文化 ”向 “管文
化”转变。鼓励县内外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参与文化
设施建设和运营，最大限度放权给运营主体，在确保
完成规定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基础上， 允许其进行
市场化运作。既降低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成本，又活
跃了全县公共文化服务市场，激发文化民生活力，大
大提高了服务效能。

鼓励多方投入， 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一方
面，以政府为主导加大投入，切实增强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建设力度；另一方面，提倡“文化慈善”，鼓励社
会资本以捐赠、赞助等方式，注资县、乡（镇）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和公益文化项目建设。 同时通过提供相
关优惠政策，引导社会各界人士投资兴建博物馆、图
书馆、文化馆、影剧院、美术馆、文体活动中心等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实现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各方发
力，使衡南县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快速增长，真正
畅通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广纳民间资源，丰富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政府鼓
励社会力量以承办、协办、冠名、合作等方式积极参
与各种公共文化活动。 着力打造城区 “10分钟文化
圈”和“十里文化圈”公共文化活动品牌。大力培育各
类民间优质文艺服务团体，其人数已多达6000多人。
着力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组建文化志愿服务队
伍35支，实施“文化对口帮扶”和“文化精准扶贫”。文
化志愿者进农村、入村组、到农家，广泛开展送书、送
戏、送电影及文化辅导等活动，成为满足群众多层次
文化需求的重要力量。

健全规章制度，形成规范顺畅保障体系。县政府
出台了 《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就公共文化服务配
套政策、监管机制、绩效评估、奖励办法等做出了明
确规定。注重协调国土、城建、税务、财政、宣传、教育
等部门从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长效政策和制度体系的形成，
为社会力量踊跃加盟公共文化服务队伍注入了 “强
心剂”，更为文化民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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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
6578)9:;<=% ">?@ABCDEFGHI
JK8ILMNOPQRS

,NTLUS VWXYZ[%\]:;^_%`ab
cdNefghi%jklmnGmnOop%qrIst
uvwxy%z_MNS ,{|LUS }~�����3
n��[%#-��m#���m#���%��T���m
-./)����� !" ���AP�%���l���
��Y� # �S,IL��Sv��3 u3���xL�
[%#�G¡zm¢£¤m¥¦§�e(¨%©ª-./)«
¬m®¤1�¯°±mG°¡z²³¨´ u��%µ
���¶3·¸�S ,¹º»¼S ½>¾¿¯ÀÁÂmÃÄ
ÁÂmÅ¸ÁÂÆÇ%ÈÉ)ÊÁÂËÌÍÎ ##$ÏÐÑ
%&$�ÒÓÔÕ�ÈÖ×%�ØÙ2ÚÎ #& Û�ÜÝÞ
ß "# Û�ÞàáâÙ2Ú¬�%ãäåâæçâmèé¡
åêëm èêëåìíîï� ð*ñòóôõâÝÞ
'()$%öôõâÝÞ *'("+S !!"#" #$%&'#

!"#$%!&'"'()*+,-!"#$%&'!()*"
!"#$ %&'()*+,-./0()12-

345678$9:;<=>?@A?BCD=EF$G
HIJK%0?12%0?LM%0NO

PQRSTEU V45-3WXY1Z[\]^
_$`abcdcefgYhi45-3[jklmn
opqrstuZ$vw'xyz'{|}~����
�$�������$�0���������z�4
��z����������U PQ8�-3U 8 ¡
¢£¤8�$¥¦�§¨©ª«¬*g¤®$¯°±
²³´µ¶·¥¸12¹hyº`»¼½$¾¿ÀÁÂ
ÃÄZÅÆÅÇ$:ÈÉkEÊ;<=>EFU PQ4
5ËCU ¥À()�ÌÍËCzËÎ$�ÏÐÑ=>Ò
F$�Ï)ÓÔ@ÕÖ×ØÙÚÛÜÇ12zÝÞ�ß
à)áO !!"#" #$%&'#

!"#$%&'(
)*+,-./01

!"#$%&'() ! *+,-./0123456
789:; <)=>?@ " *ABCD2EF=GHIJ
KL6M78NOHIPQRSTULU6 # *HIUV
WXYZJHIL[\]̂ _`abcdef;

_ghiS; UjZk-lm/nopqL:r78
=stuvwLgh-lm/xyz{L|}~�� _��
��� ������������?��LZ/������
����y=s������m/��� ¡���¢£L¤
¥¦\W§¨©Lª�¦\«¬¨©�_xHI�®¯°
78PQ=s±²³´�HIGµL°¶·¸9�¹¨o
º�»¼Q½¾¿À78=s�²�ÁÂµrLÃ2ÄÅL
Æ|ÇÈLxÉÊËÌÍÄ«¬:ÅÎÏLÐZÑÒ��Ó
ÔÕÖ:Å×ØLÙÚÛHI�«¬HI�ÜkHI¾�Ý
¤LÞ®ß³à2Há#âãäåß³æç#Ã2èéÔê
Âëìíîï� !!"#" #$%&'#

!"#$%&'!()*+,"
!"#$%&'(")*+&,-"./0&12

"345&67 8!9:9;<2,=,>?7 8@AB
CD%E2FGHIJKLMNOPQRS%TUV
W7JXYZ[E\]^_QR%E>`Pabcd
ef7

ghij2klm%'%n^_2^_opLq
r,%E2[Estuvwxyz{|%}~���
�qI^�2���AVn2�]��QRS%��7
%E����%�����>`QRcd�c��2
������QRS%N��� !"# �2$D ¡¢
$$ �£¤VW¥¦�§2 ¨©ªy«¬TU®¯
�VW°±²³2´µ¶·¸¹D%cdº»¼%½
¾¿À7 JKN���ÁÂÃÄD%cd2ÅÂ�Æ
�Ç%���QRS%7 !!"#" #$%&'#

!"# $%&

!"#$%&'()*+,-$%.#/
01'23456789:,;<=>?@#
ABCD>E+FGHEIJKLMNOPQ
#RSTUV WXXYZ[\#]^_'`
aCWbbcdef#ghijklmmno
p.qrst#1'23u5vwCFx67
89:HEyz{|#]r}V

~�|C$%.�1'23u5E���
���3���#�W�E��C~����3
�+��s1'23u5��&�C ��]
�C����3V

�����LM�u �I¡ �I¢£
¤I<¥¦�C$%.�§8¨©ª«¬Iu
5©�3®¯I°±©²³´�#µ¶C·¸
¹º4I»¼4I½¾¥¦¿ÀÁ,YÂ°Ã,
ÄÅÆ�V

'()*+,-./.
$%Ç !""# �ÈÉ�Ê��ËÌ�23�

�.,$%%! �ÈÉ�Ê�23Í°E�:
.,$%!! �ÈÉ�]WÎÊ�23Í°E�
:.V > $%!& �ÏC Ð.Ñ¢3�� '(%
0C3�+� ()( �+C3�°²ÒÓ !$)!*V
]WÔ.ÕI .Ö×�Ø�3ÙÚC ÃÛ>
$+', �C��3�.�ÜÝ�C3���ÉCÞ
¢yßàá3�âãäå�3V

1'23u5o�æçèéê3�ëì�
#ºíîV ÙïC$%.3�+�&ðñ²
ò-�Wóôõö÷òWó+�#ø�ùIúû
ùV�üýþ�ÿ!Cp."\�s1'23u
5C# -(!& $ !.,-& +%&'I(&«I)*
+C,Ð. ()(�3�+�# $'),*V

-âÐ.u5./C0� & 1.2�3�
4$%.1'23u5�Hó56V 0� '$ 1
ÏC78ñ9Ó> ("' : /+,- +C;7678

9: " 0 $&& : "/& +< =>89 &/. :C
$'-" +C78?@Ó./# '--*C78;A
BC '($-,�DCAB78Ò '/-)/*V Eu5
j�89�^;UF &/&$& GóHC+I�^
yzUF� $& GóHC ���yßàá3�
:�u �I¡ �I¢£¤I<¥¦�#ÙÚV

012345.678
~JCKL-$%M1NO1'23u5

6789:D>Cn2P�QôCRSTUC÷
VôWXY¿zHZ[C`\]¢^}I_}V

0�Cp. �̀yzÚÂ}I°±a«}I
bcdù}Ie/+f}��ógCÐÃÆ�1
'23u5hÙyzV

p.ijklyßàá3�:+I�^
yzUF÷ms $& GóHC n:oF²af
p^÷ms $& GóH#ÚÂC [q�y^r
jIsñI[vV 6789:tu?2#+Ip
'PÚ ' vPÚklCw .+0,+ GóHë!C
ijxyõ'V =>zy^89-{y|
}1+'.~,. ���#ä��C�3��$%.1
'23u5=>89��Q�6C 9�u5$
��#$�Ó>� $" �< yzs�7¤>h
ÙHE÷��C¢��V �ÃFxE���8
ÐbcCâ/�M�HE���l�E���
8Ð�²a8Ð�.�bcC.�����8
�I�yIR�IÊõ¿K�8à� N¡��
l� / ¢²a8Ð���8Ð&£¡C���

8ÐI��¿�þ0���V ®¤¤>1'23
u5©°±Ð¥¦§¨© Cy^rjª'«
¬C ®'¯°Iõ�°¿±ñ²°#'¥
²³��V ´µ '$ 1 ', JC$%â0�#6
789�=>89¶·^89¸hÙÐK�l
�¹Eº»V

®¤C $%.`���«a«�¼èC½
=°¾�$%¿ÀÁ���$%þxÂÃ�Ä&
Ê�'cÚÅaÆ#ÇÈC2§1'23u5
:°±���«a«É `Ð¥¦§�ÊËCì
Ìu5:#÷®u5ù¥CÍpÎÏÂ��¦
§IÐÀWÑIÒôÓÔIþxÂÕ'Ö×¿Ø
�¦§BçC-y^z"Ca«[\�CGÙ©
 Ð¥¦§a«°±ÚÈC Û a«°±CÜ
Ý��1'23u5:¡Øo»#ÙÚV

.2«Ø��$%.1'23u5a«2
§�HóÞßC /�Mà¨á«Ø�â�#1
'23u5�3óÞCnW:¢ã�#ä«8
XIa«å2¿æç�3îHV Ùïp.Ý-
èé{ê'ù1'23u5åëa«2§â
h���ìa«ABíîèï"\Cã��E
«µðìIñÁ]òIñÁóqIÁô]òIÁ
ôóqIõö]òIõöóqI÷øùNìI�
�úû�üIöý« '+ &åëa«°±hÙC
þÿW�WÆI ª:H!ów"Ð. -('& :
'.,-& +#1'23u5ÐKÉj�a«2
§"\C®¤�3�íî�#$ÚÂV

���u5:%å&ë'C -6789:

���dù}bcC7(5j')*Iö+I,
-.²I:/I0ó²ò�1?«V º2¨3K
�456�B7Ip'PÚ�+89«C-67
89u5LM#.Ø�:MFÄ]yI :y
W;7*<I=>×C®¯?@yzdù,-e
/?AC`dBu5:ä~j<ä,#C2V

�He/+f}V -D8LMu5IEÏ
F¡¤C¤>ìÌn0�G#�HIJCpZ
pIKîLM�:LI�MNCÜÝ¤>�ª'
«¬IªÈÍQIª:H!�C âÇWO�-P
¢y^<Ã#��:C8X�Q�ÕRKîH
EyzC¬-y8åKîu5:5¨]�V ½
STMUÂ��VÙWã++XYÓCþxÂ
MZ[\¨ÕR]^+_`�CaT��b�
Ycd+efg¿P¢zly^<Ã#hÈ
LçCIoQ�iÄÕKîjy^kClåK
îmno¤5��]¨CÜÝç�p#qr�
+f3sC�s1'23u5C���#3�
+�8¨ª«C#tu++ >u&Ivw>
x >3yIz{=¨ >|}I~��� 
>�1#ÙÚV

9:;<=>?@AB
u5�oË�C�3�oÙ#V $%.-

�H1'23u5E�7C�§�Fx�QI�
��.IijN¡I¢�F��#íîC�ÃÊ
�1'23u5E��.6�V

�å�3��$%.1'23u5�Hó

5ßI�$%.1'23u5E���ßI�$+'.
�$%.1'23u5hÙyzE��J�
��lDó5ßI�2 $%.1'23u5�H
ó5 3 í½bc��ß ¿üðh[qf��C
.+²Ö×©/�M����1'23u5E
��.�ßC��E��.C�ÐÆ�?«V �
§.Mº�Q�ïP¾C���FÉ=b�Q
W�Æ�CÊ��IÊ��IÊ8ÐÉ½=°¾
.����èb;#�<�pC/�<K��
.����WF�C %�â���/he/É
x}�MMçN�C���M��«M#Mç
�.V �nW0hÙ XEÿ>¡C>E�W
�N¢C����V

$%.Õ�£¤j¥ð¢F¦IF�1'
23u5E�CxFº�§Ê��IÊ8ÐIÊ
��IÊa«°±IÊNQIÊ§�C��hÙ
÷�ÀÁIB7÷�ÀÁI+8âã÷�ÀÁV
.¨©ª�åÌ¢øj�M6789:F
¦PQE�Cº2º�§ÙÚQgC�£I¤
�C#�«dNC/¨3K�-B7I¬;Ia
«IhÙ�PQ�®i§C¤�e/V �l�
£I.¨W¯WF�C.1'23u5E��
�R°;±6+I.Õ²ÕI²/³.¨W©
WF�C.���Øÿ9°E����éV �
§ÀÁQgC-�TF��W�Æ�7´Fµ
¶·�H��CO�ÄÅÆ��G¸°±V

¹ºC $%.»âu5LM#ä«¼«I
a«°±I»j¥¦IdR�1¿IJ�ly
ßàá½¾bcCs¿ÿ�3÷ÀÖ!Cs¿
ÿå�lÁ ÂÃC¡Ø�3¥¦#÷ÄÅÆ
¨323Ö!C¤>2Ü3IÜ23IÜ�3V

���Ð.�üýþ�ÿ!1'23u5
E�./½ÿ78C$%.ÕI.Ö× �̀Ä0
,%*� ./zØ�ÚÇC mïÈ\C ÉïÊD
1%4(�1'23u5E�ËÌV -0� 411
ÏïC ÍE+ñºÓ> 1%4( �ï./ñ#
,%*C- 1%4( � " 1ÏïC78+ñºÓ>;
./ñ#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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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活社会资源
给力文化民生
衡南县委书记 杨洪峰

新声“道吾恶者是吾师”

苑广阔

近日 ， 安徽合肥一家24小时营业的
新华书店在网上走红： 深夜 ， 当大部分
顾客离去 ， 有一些人却悄悄走进书店 ，
在座椅上安然入睡 。 书店工作人员说 ，
在这过夜的很多是拾荒者和无家可归的
流浪者， 也有离家出走的人和在自习的
学生， 而书店从来不驱赶任何人。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 各地新华书店
作为体制内的书店， 和一般的民营书店
有着很大的不同。 格局老套、 经营僵化、
服务意识淡薄。 不过 ， 这种几乎固化的
印象， 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 合肥这家
新华书店不但24小时营业 ， 而且在夜间
打烊以后 ， 允许任何人入内休息睡觉 ，
既不会打扰， 也不会去驱赶 。 这样的做
法， 甚至超过了很多民营书店 ， 因此被
网友誉为 “城市最美书店”。

不管留宿者有着怎样的身份 ， 经历
怎样的遭遇 ， 新华书店容留他们过夜 ，
都能给他们极大慰藉 。 毕竟一个可以遮
风挡雨、 甚至还有空调开放的室内休憩
空间， 要远远好于冬天寒风肆虐 、 夏天
蚊虫叮咬的街头 。 因为这一举动 ， 本来
只是散发着书香的书店 ， 也散发出温暖
的光芒； 本来作为传播知识与思想的场
所 ， 也开始传播慈善意识 、 公益精神 ，
这样的书店， 当然更加值得我们敬佩。

目前全国范围内允许社会人员晚上
入内住宿的书店有10家 ， 这得益于一项
名为 “城市之光 ” 的公益慈善计划 。 相
对于全国范围内的拾荒者 、 无家可归的
流浪人员而言 ， 区区10家确实太少 。 希
望有更多的新华书店和民营书店能够加
入进来 ， 让 “城市最美书店 ” 更多些 ，
也为更多有需要的人感受到灯光与温暖
的所在。

暖意,充盈在“可以过夜的书店”

据披露： 央视2017年春晚将坚持
“三个不用”的原则：低俗媚俗的节目
不用，格调不高的节目不用，有污点和
道德瑕疵的演员不用。据此，一些吸过
毒的明星、打过架的艺人、搞婚外恋的
明星、观众口碑不好片酬却是 “天价 ”

的影视明星等等之类的“问题艺人”将
被央视春晚拒之门外。

央视春晚是年节文化大餐， 也是
万众瞩目的舞台，“三个不用” 原则体
现的是正确的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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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不会因为雾霾离开这座城市

新闻漫画

“问题艺人”被拒春晚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