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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忘初心 继续前
进》等电视专题片走热，各地干部群众对“政论
片”的热情之高超乎想象，也成为迎接党的十九
大社会生态中尤为醒目的“围观”场景。

央视最近密集推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法
治中国》《巡视利剑》《辉煌中国》《强军》《大国外
交》《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等“大型”政论专题片，
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各方的高度认同、
热捧。它们之所以拥有如此高热度，是因为这些
专题片着实属于当代进程写真。 镜头语言和解
说旁白所触及的， 是近五年来人们能够切身感
受的巨大变化，这种回顾和梳理，同时也是对每
个时代主人翁及其奋斗进程的致敬和铭记。

就像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之 “人民至
上”一集中所表达的那样，顶层设计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时刻站在“最大多数”一面，从
“关键少数”入手正风肃纪，把困难群体的安
危冷暖放在心上，基层考察坚持“看真贫 、扶
真贫、真扶贫”……人们在屏幕上所看到的影
像和言说， 是已经成为现实或正在发生的事
实，因而对此有更深的体味、期待和读解。

另外，不断提升的艺术水准，也提升了与观
众的亲近感。这些专题片的展现方式，既有高空
俯拍，也有近景定格，让人们在经验与超验之间
去找寻理性判断的最大可能性，而那些平常目
力所无法抵达的高远镜像、定格镜头，加上核心
人物的温润形象和不加修饰的音像再现，构成
丰美而真切的写实效果，让人们在不断转换的

视野和思接千载、脚踏实地的行为逻辑中，渐渐
生发内心的触动和更博大的情怀。

在这些专题片中，从总书记到普通党员，都
是作为人民群体的一员而进行 “本色演出”。在
铿锵的行进节奏中，在靠双手和智慧创造美好
生活的路途上，这种停下来、回顾总结、想一想、
议一议的方式，恰是走好下一程的关键所在。很
多人追看这类专题片，是为了从明媚的阳光视
角中展望更坚实可观的未来。

与之相对应的，那些活跃在某些小众平台
和圈子里的窃窃私语、关门嚣叫倒显得十分可
悯，那种围绕当代历史的过度私人化的书写和
表达显得格局非常之小，那种仍然停留在想象
和空谈之上的悲观、忧郁和酸葡萄的精英套话
让人更加失望，也越来越丧失“观众”基础。

左毓洛

金秋逢盛会，豪情著华章。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
期、 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加速
推进期，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这事关党和
国家事业继往开来，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
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从开展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中央下大力气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
腐败，严肃了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了党内政
治生态。作为党员干部在这关键时期，更要
以身作则，按照“四讲四有”合格党员标准，
切实做到“学得最主动、做得最扎实、改得
最深入、干得最有劲”，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十九大召开。

“学得最主动”就是深学深悟、常学常
新，做到“凝神聚魄”。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牢牢把
握正确政治方向，抓好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
加强讲话精神的理论研究阐释，采取扎实有
力措施贯彻落实讲话精神，牢牢强化“四个意

识”，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
来，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做好思想理论准备。

“做得最扎实”就是要以知促行、知行
合一 ，做到 “四个合格 ”。党员干部要按照
“四讲四有”标准，把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摆
进去，发挥作用、争当表率，做到政治合格、
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
党组织要健全完善载体形式， 持续深化党
员示范行动，引导党员亮身份、亮承诺，做
标兵、创佳绩，以实干实绩向即将召开的党
的十九大献礼。

“改得最深入”就是要问题导向，自我
革新，做到“切中要害”。党员干部要把党的
组织生活作为查找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经常开展
谈心谈话，及时打扫思想灰尘、清洗精神污
垢 、开展 “党性体检 ”。通过 “洗洗澡 、治治
病”，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精神风貌迎
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干得最有劲”就是要立足现实、着眼
本职，做到“兢兢业业”。党员干部要立足现
实，着眼本职岗位，扎扎实实从小事做起，
从身边工作做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工
作岗位中实现理想和价值， 以实际行动为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作出贡献。

徐建辉

见义勇为者子女参加中高考，可以依法加
分；见义勇为者死亡，地方政府将一次性给予
百万抚恤金；在外地见义勇为，也能享受家乡
待遇……日前，《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
障条例(草案)》(审议修改稿)公布，并向社会各方
广泛征求意见。河南此次审议的修改稿，对见义
勇为者的保障更加人性化，规定也更为细化。

长期以来，虽然各地相继成立了见义勇为基
金会， 颁发了见义勇为保护和奖励地方条例，但
是现实中却一直存在着见义勇为门槛太高、认定

过苛、规则陈旧和奖励保护措施不具体、不配套，
标准不高，效果差强人意等实际问题。这些问题，
不仅严重影响甚至挫伤了见义勇为者的积极性，
而且长此以往也不利于社会正气的树立和弘扬。

可以看到， 河南这次公布的有关见义勇
为人员奖励和保障的地方条例审议修改稿 ，
从多个具体层面加大了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褒
奖支持力度，扩大了见义勇为的认定范围，减
少了见义勇为的认定限制 ， 规定了更细 、更
实、更高和更多的奖励保障措施，对进一步加
强见义勇为者的保护激励起到了突出的示范
引领作用，堪称大快人心。

例如，《条例》确定，河南本省人在外地见
义勇为，也在保护奖励之列；主动抓获或协助
国家机关追捕犯罪嫌疑人的有功人员， 也能
被认定见义勇为； 医疗机构救治见义勇为者
应开通“绿色通道”，受伤者无需为救治费用
担忧，牺牲者可获百万抚恤；见义勇为还将惠
及子女，从学前教育到高考都有照顾 、加分 ，
参军入伍和报考公务员时也能享受优先……

正气立则邪气消。建立见义勇为保护机制
的初衷， 原本就是要让正义之举屹立堂皇，让
宵小之徒凄凄惶惶。因此，对见义勇为者的保
护嘉奖，就是要“大气”一些，抛弃一些华而不
实、大而无用的“鸡肋”条款，让见义勇为者有
荣誉、有地位、有实惠、有善后，让见义勇为既
有荣誉感也有获得感。

苑广阔

近日， 湖南省质监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湘菜系列地方标准》制定完毕，对15道
南岳素斋菜、15道衡东土菜以及49道经典湘
菜的原料产地、数量大小、制作要求、烹调方
法，甚至菜品摆盘等进行了精确要求。此外，
该标准还记录了怀胎鸡、祖庵豆腐等不少几
近失传的湘菜菜点和制作方式。

这次湘菜标准的制定与发布， 也可以
看做是对湘菜菜系的一次全面梳理与记
录，意义不仅仅在于当下，更是着眼未来。
当然，湘菜标准的制定与发布，最大的价值
和意义，还是在于“标准”本身。任何一种菜
系，都处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当中，而造成
这种发展与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 比如旧
的食材的稀缺或消失，新的食材的出现；比
如大众饮食习惯和理念的变化等等。

在人们固有的思维中， 不管是湘菜还
是其它菜系，似乎都难有标准可言。其实不
然，一些经典的菜式，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
逝出现某些变化，但是其精髓与灵魂，却从
来没有改变。湘菜标准的制定与发布，就是
想要把这些经典菜式的精髓与灵魂留住，

以避免异化和失传。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也
可以看作是对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一种
保护与传承。

保护与传承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与弘扬，
不管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商业与市
场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希望某一菜系能够得
到更多人的认可， 得到商业和市场上的成
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标准”就成了不可
或缺的东西，尤其是对于一些传统和经典的
菜式，用什么食材，到什么火候，甚至是加工
烹饪的过程中是拍还是切， 是横切还是竖
切，都已经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积淀，有了
一套固定的标准， 一旦偏离了这样的标准，
做出来的饭菜， 味道可能就会变得不一样，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正宗、不地道。很显然，
这不管是对于某个菜系的继承与发展，还是
对于芸芸消费者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有人会问， 官方的地方菜标准的制定
与发布，会不会限制创新？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因为这样的标准只是一种引导和推广，
并不具有强制性，当然也无法强制。所以我
们既可以奉行标准，也可以大胆创新；而今
天创新出来的东西，在经过实践检验以后，
或许就会成为明天的“新标准”。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7》
显示，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游客增长明显，中国游客的消费
行为正从“买买买”向“游游游”理性转变。

前几年，中国游客到日本热衷于买马桶盖、电饭锅，到韩国
买化妆品，到德国热购钢锅的场景，如今已风光不再。这是因为
随着中国游客出国游次数的增加，人们经过比较发现，中国许
多产品的质量，并不比“洋货”差。

海外“爆买”行为的改变，既是中国游客消费理性的表现，也从
一个角度体现了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在提高、 中国的经济地位进
一步稳固。而从“我去过”的炫耀逐渐变为“我体验”的探索，国人的
出境游也正在逐渐向旅游的本义回归。 图/朱慧卿 文/黄洁媚

政论片引“围观”
昭示精神生活“高醇度”

做合格党员 以实际行动喜迎十九大

让见义勇为既有荣誉感也有获得感

为湘菜定标准，是保护与传承饮食文化

新闻漫画
从“买”到“游”：理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