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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峰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10月18日召开， 这是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 ，2280名代表将代表
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和8900多万
名党员， 带着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
和期盼， 光荣地出席党的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

十九大代表是共产党员中的优
秀分子，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 中
央明确要求，要优化代表结构，适当
提高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比例 ，
注重推荐工人、 农民和专业技术人

员党员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作为代表
人选。 从选举产生的十九大代表来
看， 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占33.8%，
比十八大时提高3.3个百分点， 充分
体现了先进性、代表性和广泛性，为
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打下了坚实基
础。

党代表结构是发挥党代表作用
的基本前提，改善党代表结构，不仅
能增强代表的广泛性， 也能促进党
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开好
党代会，关键是要将各行各业，特别
是基层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诉求反映
到会议的各项议程之中。 只有优化
结构比例， 确保推选代表做到全覆
盖，才能使党真正了解人民意愿，做

出符合时代发展规律、 集中全党智
慧、符合人民愿望的各项决策，这也
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的具
体表现。

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以党章为
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性质，加强党的
领导， 发扬党内民主， 严肃选举纪
律，突出政治标准和先进性，体现广
泛代表性，改善代表结构，规范产生
程序，确保十九大代表素质优良、结
构合理、分布广泛、党员拥护。 就此
而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
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都
有一定的增长， 这是民主权利和政
治权利上的又一个重大的进步 ，彰

显了政治文明与自信， 也确保了党
代表能够履职尽责。

党代表不仅仅是一种荣誉 ，更
是一种职责与义务。 因此， 每一位
十九大代表尤其是一线代表， 要进
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 积极主动加强应知应会知识学
习，提高履职尽责能力。 要坚持群众
路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摸实情 、
听民声、问民计，把广大党员 、群众
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十九大上去 。
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昂扬的精神
状态参与十九大的各项议程， 正确
行使民主权利，忠实履行代表职责，
积极建言献策， 为确保大会圆满成
功作出应有的贡献。

雷虹

贵州黔南州福泉市三名曾被称
为“学霸”的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分别
找到了令人艳羡的高薪工作， 然而5
年之后，三人为了共同的梦想，毅然
辞掉工作回乡创业，当起了真正意义
上的农民。（10月16日《贵阳晚报》）

“学霸”与“农民”，这两个看似八
竿子打不着的身份，如今完美地契合
在同样的三个人身上，不得不说是这
个时代的美好产物。

曾经，农村里流行着“读书无用
论”， 很多人甚至没有念完初中就外
出打工。 今天的农村，情况虽然已经
大为改善，但还有很多家庭没有摆脱
掉贫困的“标签”，“农民”也与“苦力”
画上了等号。 所以，当好不容易走出
农村的三名“学霸”又回到村子里当
起“农民”的时候，甚至包括他们的家
人都难以理解。

支撑三名“学霸”放弃高薪回到农
村的是他们心中的一个“绿色梦想”，是
他们想要带动家乡的父老乡亲共同发
家致富的赤子之心，而这一切都依赖于
“学霸”掌握的知识和科技。因为他们相
信，既然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那么
他们一定就能够用知识改变更多人的
命运，让农村不再“贫瘠”，也让“农民”
不再被看轻。当“学霸”与“农民”撞出火
花，事实上也激发了脱贫致富的一个新
动力： 农村也亟须发挥人才的积极效
用， 挖掘科学技术里蕴含的生产力，从
根本上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从而带动农
民增收，取得脱贫攻坚的最终胜利。

“学霸”与“农民”撞出火花，不是
简单的回归， 也不仅仅是感恩回报，
其中内含着对知识的信仰，对能力的
自信，对家乡的真挚热爱，对美好乡
村的憧憬。 我们国家的每一片田野，
都需要这些“学霸”升级的“农民”，有
了他们，就有了希望。

江德斌

中年妇女因为胃部反酸肚子胀
气苦不堪言，去过多家医院吃过多种
肠胃药都无济于事。 上周，她来到武
汉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求助吴杰主
任，专家不开胃药，而是给她开出旅
游几天的“处方”。 据统计，吴杰主任
每年都要开出近一千个“旅游处方”。
（10月17日《武汉晚报》）

患者看病不开药方， 反而开了
“旅游处方”，实在是很新鲜，而且患
者出去自驾游了几天，胃痛胃胀慢慢
都没有了，效果还很不错，不用吃药
就缓解了症状。

从医生的解释来看， 人在情绪低
落、精神紧张时，容易诱发功能性胃肠
病，病根在心理。而这种病靠药物很难
治愈，需要寻求释放精神紧张的途径，
消除患者的心理压力， 自然就能缓解
症状。 “旅游处方”实则是转移患者的
注意力，通过旅游改变生活环境，达到
治疗疾病的效果。 “旅游处方”虽然显
得有些另类， 却既有医疗专业理据与

效果， 又饱含医生耐心与关爱， 实是
“爱心处方”。

近些年来，民众看到了太多“天价
药方”，部分医疗机构和医生为了牟利，
总是喜欢开高价药、大检查，甚至不顾
患者病情，在治疗之余，又额外开些没
有疗效只是为了赚钱的药物，造成民众
的医疗负担加重， 饱受看病贵之苦，身
体也受到过度用药的负面影响。 因而，
各地一有报道“小药方”案例，诸如一元
药方治病等，总是会受到患者与民众的
点赞，因为这种药方折射出患者利益大
于经济利益的可贵价值观，也由此彰显
出医生的崇高医德医风。

“有时治愈 ，常常帮助 ，总是安
慰。”这是医学界的一句名言，以精炼
简洁的语句， 总结出医疗的精髓，受
到医学界和社会各界的热捧。 事实
上，对于患者而言，除了常规的药物
和手术治疗之外，医护人员的关心与
慰藉，对患者的治疗效果更好。“旅游
处方”告诉我们，“良医”开“良方”，即
便开出的“方子”有些另类，也终归会
赢得社会的价值认同。

刘孙恒

日前， 云南省政府法制办官网
公布了 《云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修订草案）》，再次面向社会各界
征求意见。 草案拟规定，独生子女的
父母年满60周岁， 患病住院治疗期
间， 用人单位应当支持其子女护理
照料， 并给予每年累计不超过15天
的护理时间， 护理期间享受与正常
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10月17

日《春城晚报》）
如今， 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

逐步进入老年人行列 ，而 “421”（四
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的家
庭结构， 再加上社会化养老服务体
系尚不完善， 使得很多家庭不得不
面对“倒金字塔形”的养老困境。 若
两个独生子女结婚， 不仅要抚养孩
子，更要负担起双方老人的生活，背
后的艰辛可想而知。

15天的独生子女护理假， 从政

策层面予以支持， 让独生子女带薪
休假， 有更多的时间陪伴、 孝敬父
母， 其中体现出的政策善意毋庸置
疑。 然而，正所谓“天下之事，不难于
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考虑到带
薪年假、高温补贴、痛经假等法令上
诸多的权利， 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完
全落实， 避免独生子女护理假同样
沦为“纸上福利 ”，有必要做出更多
的思考和努力。

也就是说，独生子女护理假的出

台只是第一步，要想落到实处，需要
建立起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和实施措
施。 一方面，对于护理假的实施情况
应有相应的监督机制、 处罚措施，同
时应有畅通的投诉渠道，方便人们积
极维权；另一方面，应该出台一些优
惠促进政策，弥补用人单位由此而来
的损失，从而取得用人单位的支持。

“你伴我成长，我陪你变老”，话
语很温暖，奈何现实太坚硬。 缓解独
生子女赡养之困， 不仅关乎独生子
女尽孝的问题， 同样也是整个社会
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各方面有
责任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 � �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召开。 5年一次的盛会
向来被视为观察中国发展的最
佳窗口，外国记者纷至沓来。 这
其中，有一支来自发展中国家主
流媒体的记者团，他们中有的人
曾长期负责报道中国新闻，有的
人曾在中国工作和学习，也有的
人是第一次同中国近距离接触，
但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示，将充分
报道中共十九大，向世界传递中

国发展进步的强劲脉搏和中国
共产党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局面的坚定决心。（10月15日
《人民日报》）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
好，世界才更好。 外国记者远道
而来， 关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
盛事， 必定能充分感受中国发
展进步的强劲脉搏。

（漫画/朱慧卿 文/任慧文）

认真履职 当好党代表 梦想让“学霸”与“农民”
撞出火花

“旅游处方”是“良医良方”

独生子女护理假纾缓养老之困

新闻漫画
外国记者：

感受中国发展进步的
强劲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