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新春佳节，就在眼前。 站在“新时代”
的坐标上，如何文明过节，是一个值得寻
思的话题。 显然，我们割断不了悠久传统，
但是也不能无视变迁了的时代。 如何让传

统节日意义隽永又彰显现代人的文明风
采？欢迎您来说道说道。或三言两语，或娓
娓道来， 我们在hnrbxwplb@163.com等候
您的观点———湖南日报理论评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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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华

年年春节，今又春节。 游子返乡，家庭团
圆，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法定的假期
安排。 对于故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感触。 每年都有不少人在
“返乡日记”中吐槽对家乡的感受。 然而，写好
“返乡日记”真的需要一双客观的“慧眼”。

故 乡 沦 陷 ，乡 村 衰 败 ，人 文 缺 失 ，礼
崩乐坏……这些编造出来的返乡印象，反映
了一些“都市人”眼中的乡村镜像。 可农村真
的是他们所说的那么不堪么？

对于农村，对于故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
的眼光和视角。或爱，或恨，或者又爱又恨。 这

种纠结，其实不是故乡出了问题，反倒往往是
游子的眼光出了问题。 如果总是戴着一副有
色眼镜去看自己曾生活的故乡， 用都市的标
准去衡量乡村， 那么故乡也许真的有太多不
如人意； 但如果换一种纵向比较的眼光去审
视故乡， 就能发现故乡在越变越好———村村
通公路，让回乡的路不再泥泞；新农村建设，
让乡村更加整洁；上网有WiFi，快递有站点，
手机信号全覆盖； 走亲访友也基本告别了自
行车时代。 这些变化，我们并不能视而不见。

童年的乡村是美好的， 留在记忆深处的
乡村是美好的， 这种望乡之情几乎是每个跳
出农门的人都会有，毕竟，只有故乡才能“安
放吾心”。然而，如果用城市的高楼大厦、车水

马龙、生活便利、保障完善作为“参照系”，那
么故乡那种浅表的朴质的美好， 就可能在明
显的差异中轰然坍塌。正因如此，很多人回家
过年，始终处于复杂而分裂的心情中。

毋庸讳言，眼下农村与城市确实存在着一定
差距。但农村在发展、生活在改善，也是不争的事
实。 “这几天， 北京写字楼里的Linda、Mary、Vi鄄
vian、George、Michael、Justin挤上火车，陆陆续续
回到铁岭、回到广西，名字又变成了桂芳、翠花、
秀兰、大强、二饼、狗剩”，这个曾经流行的段子，
也说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入乡随俗。

春节回家，卸下城里人的视角，装备客观
辩证的思维， 我们才能用心感受故乡的变化
与发展，才能客观地写好我们的“返乡日记”。

张国栋

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
国城镇新增就业1351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
业率为3.9％，降至近年低点。 在经济增速放
缓、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的新形势下，在劳动
力供给仍处高位、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突出
的情况下，我国连续五年为超过1300万人提
供新的就业岗位。 如此成就，对于拥有将近
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堪称“就业奇迹”。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不仅关乎个人
发展 、家庭福祉 ，更关乎经济发展 、社会稳
定。 如何兜底，意义重大。 正因为如此，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时间里，我国面对各种不
利局势， 以促进和扩大就业为主要抓手，多
措并举，大力推进，实现城镇新增就业累计
超过66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调查失业
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规模持续扩大，110万“去产能职工”得到
多渠道安置。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一份来
之不易的 “就业成绩单”， 最大限度释放出
“最大民生”的温度。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

政策，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这一
重要论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是对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契合。 如
果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
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的话， 那么就业不够充分、 就业质量
不够高， 就是当前我国劳动就业领域的主
要矛盾。

我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人
口基数大，就业劳动力情况千差万别，切实
保证有效就业、高质量就业，就应当进一步
落实完善就业创业政策， 稳定重点群体就
业，缓解当前就业工作面临的总量矛盾和结
构性矛盾，多渠道促进就业。比如，结合乡村
振兴战略，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支
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对于一些因为自身
能力，比如学历低、缺乏专业技能、身体有残
疾等人士， 则应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就业帮
扶，采取公益性岗位托底、就业援助等，确保
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通过推进就业扶贫，
实施贫困家庭子女等免费接受职业培训项
目，增加社会弱势群体的就业率，让弱势群
体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奚旭初

春节七天长假，很多人选择出国旅游度
假。 值得提醒的是，出境旅游要遵守当地法
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举止文明；若遭
遇涉旅纠纷，要理性处理，不要采取过激手
段维权，事事处处自觉维护国家的形象。 正
如有网友说的那样，一旦跨出国门，每一位
游客都是国家的“形象大使”。

近年来，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出境游
市场 ， 许多国家都将中国游客视为 “财
神”。 与此同时， 旅游文明也成为举国关注
的话题。 随着 “文明游” 的倡导和国民素
养的提高， 大多数中国游客的形象和口碑
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举止文明的 “中国好
游客” 备受欢迎， 乐于助人的 “中国好游
客” 更是频受点赞， 国人出境游文明程度
逐渐提高， 天天向上。

但是， 在出境游中仍有少数中国游客的
“国际形象” 不佳， 不仅自己在异国他乡遭人
白眼， 也让国家形象间接受损。 除了不守秩
序、 大声喧哗、 胡乱涂鸦等老问题， 在发生因

天气情况而延误航班等情况时提出不合理诉
求， 甚至以唱国歌等方式过激维权。 这种做法
这不仅无助于达到维权目的， 也伤害中国游客
的声誉， 更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形象。

“厉害了我的国”今天已成炎黄子孙共
识，但国家强大决不会给“闹机场”撑腰。 “祖
国在我身后”的题中之义，亦是以文明理性
的举手投足为中国添光增彩。当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走出国门，中国的形象就随之展示给
世界。 每个出境旅游的中国人，都是中国文
明程度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在海外的“形象
大使”。中央文明委强调，公民素质关系国家
文明形象。 从这个角度考量，出境游中一些
不文明行为，并不只是“家丑”，而是“国丑”。

眼下春节长假渐近， 又会有出境游高
潮迭起。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 携程旅游
联合发布的一份预测报告，2018年春节长假
出境游总人次将达到650万， 规模为历史之
最。 出境游高潮使中国的春节长假也成了
“全球黄金周”。 出境游中，爱国的话题既恢
宏深远，又生动具体。与文明理性一路同行，
恰是爱国的生动体现。

� � � �连续两年的春节期间， 不少人都为
“集五福 ”的刷屏焦虑 ，一张旷世难求的
“敬业福”为热衷此道的人所追逐。 今年
又有一波“集五福”活动来袭！ 不过，警方

提醒：你在“集五福”的时候，有人正盯着
你的钱包，背后的各种诈骗值得引起高度
警惕。

画/陶小莫 文/东奥

让文化充盈“年味”
徐剑锋

2月9日，2018年新春音乐会在湖南大剧院精
彩上演，拉开了全省春节文化活动的帷幕。 据了
解，整个春节期间，仅长沙一地就将推出各类文
化活动100余场。

这些年，不少人都在感叹“年味淡了”，甚至
开始集体怀念小时候过年的情形。 的确，过去老
百姓过年最看重的是物质上的丰富，可随着生活
质量的不断提高，当下的过年不能仅仅停留在吃
得好点、穿得靓点、玩得尽兴点上，对精神上、文
化上的追求也越来越多。 弥补“年味”的平淡，就
得从补齐传统文化“短板”做起。

春节是中华民族一年中最为醒目的 “文化符
号”。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时代怎么进步，都不能忘
记蕴含其中的文化禀赋。 写福字、贴春联、挂灯笼、
猜谜语、舞龙舞狮等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
现代社会里，除了要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传统的
春节文化元素外，更应在继承中创新，通过“互联
网+”等现代传媒，增添更多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
色、区域特点的内容，以更好的创意让老百姓尤其
是青少年对传统文化有更深的理解、认知、尊重。

湖南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各类文化惠民活
动也是蓬勃开展，“雅韵三湘”“欢乐潇湘” 成为湖
南响当当的名片，尤其在一些重大节日期间，政府
部门更是从文化惠民的角度出发， 组织丰富多彩
的特色文化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尽享“文
化大餐”，同时动员社会力量，整合企业资源，搭建
草根舞台，让群众在自编自演中自娱自乐，在浓郁
的文化熏陶中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让文化充盈“年味”，让文化活动“叫好更叫
座”，就要主动对接群众的现实需求，用丰富多彩
的“文化年货”感染人、鼓舞人、激励人，更好地满
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生活。

写好“返乡日记”
需要一双客观的“慧眼”

“就业奇迹”诠释“最大民生”

出境旅游，你就是国家的“形象大使”

新闻漫画

警惕“集五福”背后的诈骗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欧阳承新

近日， 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载一篇题为
《监测显示湖南基本不会发生地震》 的报道。
报道称， “湖南省现代测绘基准精化” 项目
监测结果显示： “湖南地壳都是统一朝一个
方向运动， 内部相对的挤压非常小， 基本上
不会发生地震活动。”

这一论断引起全省广大网民， 特别是地
震研究行业从业者的关注： 湖南果真是地震
“安全岛”？ 我省是否不再需要抗震设防？

2月12日， 记者就此采访了省地震局有
关专家， 专家表示， 无论从我省历史地震记
录或近几年地震记录的实例， 还是从地震复
杂成因考虑， “湖南省基本不会发生地震”
的结论都是伪推断。 湖南地区地震活动水平
较弱， 但并不代表基本不会发生地震。

平均每年发生约60次地震

“据史料记载， 全省14个市州均发生
过破坏性地震。” 省地震局副局长张彩虹告
诉记者， 我省历史上发生4.8级以上地震达
22次， 其中， 1631年8月14日发生在常德的
6.8级地震， 是华南内陆最大的地震之一。

近年来， 我省小震活动频繁， 地震区域
主要集中在湘北的常德， 湘中的娄底、 邵
阳、 宁乡， 湘南的郴州等地。

2016年全省地震频度和强度明显增强，
共发生地震52次， 其中， 3.0级以上7次、
2.0级以上21次、 1.0级以上20次、 1.0级以
下4次， 最大地震为2016年7月8日郴州4.1级
地震， 当地居民震感较强烈。

而2017年全省地震频度和强度又有所
下降， 全年共发生地震19次， 无3.0级以上
地震。

“水库诱发的地震在我省也时有发生。”
张彩虹表示， 东江水库、 黄石水库、 南冲水
库、 江垭水库等都曾发生过类似地震， 其中，
东江水库自1986年蓄水以来已发生过5000多
次地震， 但影响范围较小， 没有造成大的破
坏。

省地震局监测数据显示， 自1971年我
省有现代仪器记录地震以来， 平均每年都能
监测到约60次地震， 只是绝大多数地震震
级在3.0级以下， 破坏性小， 往往在“无感”
中开始和结束。

湖南多发构造地震和诱发地震

“‘湖南省现代测绘基准精化’ 项目是
湖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十三五’ 规划的重点
工作任务， 由湖南省国土资源厅、 湖南省测
绘科技研究所、 武汉大学共同承担， 主要用
于提高野外测绘作业的效率， 快速提供精确
的地理位置信息服务。” 省地震局监测预报
处负责人向记者进行说明， 这一项目基于
GPS进行观测， 通过数据处理分析得出“湖
南地区地壳运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较好” 的
结论， “结论是没问题的。”

该负责人介绍，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
期， GPS就开始应用于地壳形变监测， 目
前， 中国地震局也已将卫星导航定位技术观
测应用于地震地壳形变观测。 但地震预报是
一个多参数、 多手段、 多物理量的综合分析
的过程， 地壳形变并不是地震发生的充分条
件， 按地震形成原因划分， 地震分为构造地
震、 火山地震、 陷落地震、 诱发地震等类
型。

湖南境内发生的地震主要为构造地震和
诱发地震。 省地震局专家表示， 构造地震除
了受地壳运动影响外， 还与震区的深部地质
构造背景密切相关。 总体上湖南区域现代构
造活动水平不强， 但除地壳构造特征和运动

速度外， 岩层分布、 岩石组分等多种因素也
影响着地震能量的积累与释放。

而诱发地震则与诱发机制和人类活动有
关。 我省位于华南地震区长江中游地震带，
境内石灰岩地层分布较广， 因此地下溶洞比
较发达， 矿产也比较丰富， 诱发地震因素比
较多。

“综合来看， 不能依据‘湖南地壳都是
统一朝一个方向运动， 内部相对的挤压非常
小’ 这一监测结果， 得出‘基本上不会发生
地震活动’ 的结论。”

存在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在中国新一代地震区划图中， 湖南属
于中强地震活动区， 其中， 环洞庭湖地区，
包括常德、 岳阳、 益阳等地， 地壳活动水平
相对更高。” 第五代地震区划图主编、 中国
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高孟潭说。

在我省境内， 共有两组断裂带发育，
一组呈北东向或北东东向深断裂带横贯全
省， 以平行或侧列式展布； 另一组是北北
西向或近南北向的断裂带或深断裂带纵贯
湘中和湘南地区。 “据初步分析， 第四纪
活动断裂有22条。” 省地震局科学技术处负
责人表示， 这意味着我省存在发生中强地
震的背景。

虽然与四川、 云南、 青海等地震多发地
区相比， 我省地震频次与强度均较低， 但研
究表明， 湖南由于自身的构造位置与地质条
件， 地震活动具有震源浅、 地震烈度偏高的
特点， 3.0级左右的地震就可能造成破坏，
4.0级左右的地震就可能成灾。

省地震局专家表示， 目前， 地震预报仍
是世界性科学难题， 要全面提升地震综合防
御能力， 在强化科技能力的同时， 还必须正
确引导公众对本省地震活动情况的科学认
知， “宁可千日不震， 不可一日不防。”

湖南是地震“安全岛”？
省地震局：伪推断!

文明度假，欢迎大家来谈

� � � � �荨荨（上接1版）
党的十九大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整治提出

了更高要求。 为偿还百年来欠下的生态环境
“旧账”，冷水江打出了环境整治组合拳，对水、
大气、土壤、农村环境等进行专项治理，养护一
方净土，关住污水“闸门”，解除“心头大患”。

在炭家湾矿山复绿工程施工现场，工人
们正抓紧时间修建排水设施，维护苗木和草
皮。 工人肖建国笑呵呵地说：“来年春天，山
坡上将会是一片郁郁葱葱。”

炭家湾曾是锡矿山地区砷碱渣主要堆
积场，通过整治，这里苗木覆盖。长势正好的
楸树、海棠树、七里香树，是冷水江市林业局
和省林科院经过3年实验精心挑选出的防污
抗污树种。同样，离这里不远的兔子岭，经过
多年的种植养护，19万株抗污树种成活率达
到95%左右，正等待着开春后的绿色绽放。

听说锡矿山重金属废水处理站的出站
水能养鱼， 摄影爱好者李顺衡冒着严寒，从
城里赶过来。废水处理站中，一边是含重金
属的废水池，呈现土黄色；一边是草鱼自由
嬉戏的水池，水质清澈透明。

炼锑的废水， 何以变成能养鱼的清水？
闪星锑业冶炼厂安防科科长罗龙贵介绍，这
可不是变魔术，而是重金属废水处理及综合
利用系统的“秘笈”。 土黄色的污水经过电
化、曝气、氧化、挤压过滤等多道工序，成了
环保可排放的清水。目前，锡矿山地区像这
样的重金属废水处理站有12座，一天能处理
2.1万吨废水，废水得到100%处理。

狮子山锑业还建立了矿山雨水收集系
统，通过地下网格统一收集地表上含重金属
离子的雨水，统一处理。处理后，锑和砷的含

量平均只有0.3毫克/升和0.1毫克/升。 狮子
山锑业环保部副部长周玲说：“企业的生活
用水都来自于这些经过处理后的水。”

“以前不敢用河里的水浇菜，怕有毒。”
谭家社区居民李中文对环境的变化有着切
身感受。村里的小河变清了，村民可用河水
浇灌蔬菜了。

来到砷碱渣安全堆放场，一辆辆载满砷
碱渣的车辆正不断向渣库内倾倒。工作人员
老张介绍：“砷碱渣易溶于水，有剧毒。我们
新建大型渣库，进行防渗防漏处理，防止雨
水冲刷后进入地表。”

冷水江加强锡矿山地区的废渣综合管理
和动态监控，建设大型砷碱渣库，规划废渣堆
积场所，归集砷碱渣规模约15万吨。开工建设
野外混合砷碱渣安全填埋处置工程， 今年底
将完成所有野外混合砷碱渣安全填埋。

同时， 年处理能力达2万吨的砷碱渣无
害化处理工程已投入试运行。再加上已投入
使用的闪星锑业砷碱渣综合回收无害化处
理生产线， 冷水江有望在10年内消化所有
历史遗留的砷碱渣。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锡矿山人，李顺衡总
是习惯上山走走。在七里江社区，他指着对面长
满树木的山说：“以前不知道植过多少次树，从
来没有成活过。通过综合治理，现在苗木成林。”

如今，长子岩、炭家湾等砷碱渣集中堆
放区域重新披上“绿装”，青丰河、涟溪河的
锑、砷含量大幅下降，许多寸草不生的地方
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

昔日的环境污染重灾区，正在被逐步打
造成传统矿区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的示范
区。

百年矿山披“绿装”

� � � �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唐小强）2017年， 长沙海关全面开
展“国门利剑2017”联合专项行动，对“洋垃
圾”、农产品、枪支、毒品等走私领域重点打
击；全年共刑事立案31起，案值1.42亿元，6
起案件被公安部、海关总署缉私局列为督办
案件；行政立案173起，案值2.52亿元。

去年， 长沙海关组织开展了为期10个
月的“蓝天”专项行动，立案办理“洋垃圾”走
私犯罪案件3起、行政违规案件2起，查获废

布、废矿渣5330余吨及废旧复印机1批。
为让人民群众吃得安全、 吃得放心，以

冻品、大米等为重点，长沙海关组织开展了
专项打击，共立案侦办涉嫌走私大米案4起；
办理涉嫌走私冻品案5起；侦办走私活鸭案2
起，打掉2个走私团伙。 加强对奢侈品、化工
产品、机电产品、高新电子产品以及高档首
饰、化妆品等重点涉税商品、重点行业偷逃
税走私风险的打击和防控，办理涉税案件47
起，案值1.43亿元。

长沙海关“国门利剑2017”显成效
侦办走私和违规案件200多起

湖南是地震“安全岛”？
省地震局：伪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