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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李民

7月30日以来，《湖南日报》以“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为主旨，连续刊发十篇社论。社论立意高远、论
述透彻，内容详实、影响广泛，在社会各界 ，特
别是在高校师生中产生强烈反响。

此前，湖南师范大学通过党委会和党委理
论中心组集体学习等形式传达学习了中央巡
视反馈意见和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大家
表示， 这十篇社论是新一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的强力宣
示，是充分听取中央巡视组对湖南巡视反馈意
见，巡视整改动作快、思想动员抓得紧的具体

体现，是省委立足全局、带领全省认真践行习
总书记对湖南的嘱托，加快建设 “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的冲锋号角。

湖南师范大学作为省属高校的排头兵，肩
负着“立德树人育英才、服务地方作贡献”的光
荣使命和社会责任。我们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
对湖南指示精神， 一要在提高站位上作表率。
通过对标总书记对湖南殷切期望，强化政治意
识、树立大局观念，积极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发
扬爱国奋斗精神 ， 建功立业于新时代湖南发
展；二要在创新开放上作先锋。通过加强“双一
流”高校建设，坚持立德树人、坚持内涵发展 ，
强化科技创新出成果、 加大开放力度聚人才，
积极参与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建设 ，服务好 “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的湖南战略；三要在关注民
生上有作为。通过认真贯彻总书记的精准扶贫
思想，继续抓好驻村精准扶贫工作 ，做好公费
定向师范生培养和优质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
工作，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侧改革 ，服务贡
献于更有质量、 更加公平的教育民生工程；四
要在巡视整改上见成效。高度重视省委巡视组
对学校的反馈意见，端正态度、落实责任，认真
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和师生员工强化“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抓好意识形态工作 、坚
持正确用人导向， 全面完成好巡视整改任务，
确保学校坚定正确的办学方向和风清气正的
育人环境。

鲁闻恋

北宋政治家吕夷简素喜佛教文化 。
他做宰相后，淡泊简静，很少与士大夫们
来往；只有那些能谈禅的人，才“稍得从
容”。于是那些好进之人，往往宽袖道袍，
经常到禅寺里去，随僧众一起吃客饭、谈
说禅理，希望有一天能得到宰相的青睐。
时人称此为“禅钻”。明末清初文学家周
亮工在他的著作里说到这个故事， 并指
出：儒释道三家，各有钻者。“此外纷纷，
钻不可胜计矣”。

投机钻营的人，历代都有。投机钻营
的手段，也是花样翻新、种类繁多。但不
论钻营方法有多少， 钻营者一个共同的
特点就是眼睛始终盯着 “上面的人”，窥
伺他们的一举一动，看他们有什么特长、
爱好，以钻其所长、投其所好。比如，领导
喜欢打球，后面就会跟一帮打球的人；领
导喜欢摄影， 又会围上来一批搞摄影的
人。这些人当中，有的是确实与领导有相
同的爱好，是正常的交往。但不可否认，
有的是把所谓“爱好”当成接近领导的手
段，以达到“套现”目的。

人的情趣爱好有雅俗之分、高下之别。

但即使情趣高雅、爱好健康，一旦被别有用
心的人利用， 也会不知不觉落入圈套、陷
阱。就说吕夷简吧，他清静自守、慎于结交，
算是廉洁有为的一代名相。尽管这样，他对
佛教的雅好也为工于心计者所谋。

正因为如此 ， 清代良吏汪辉祖曾
告诫为官者 ：“嗜好宜戒 ！”不仅声色货
利一个都不能沾染 ，就是读书赋诗 、临
池作画 ，弄不好也会成为招弊之缘 。所
以他说 ：“人非圣贤 ，谁无嗜好 ，须力自
禁持 ，能寓意于物而不凝滞于物 ，斯为
得之 。”就是说 ，不要陷到自己的爱好
中去 。

唐太宗李世民曾对儿子说：“人君当
淡然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 。”历史学
家王夫之说这是“知道者之言 ”。因为人
一旦沉迷于自己的嗜好并表露在外 ，就
会有人乘机“相惑”，由是而“销日糜月 ，
滥喜狂怒，废事丧德，戕天物，耗财用，导
慆淫，迩宵小，抵于败国亡家而不悟”。

一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 如果管不
住自己的爱好， 就会给别有用心者以可
乘之机，成为他们办事牟利的“敲门砖”，
最终会因“爱好”而“累大德”。所以，“禅
钻”等教训不可不知，为政者当避之。

王旭东

8月7日，民政部公布《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
法》，对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作出详细规定，明确
了慈善组织重点公开的财产活动信息，以及有
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公开的募捐信息。未依法
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且逾期不改正的，民政部门
将责令其限期停止活动。该《办法 》将于今年9
月1日起施行。

唯公开，方公信。曾几何时，因为公开机制

的不健全，让慈善这块净土遭到 “污染 ”，局部
藏污纳垢。“晒晒更健康”，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
剂，“阳光慈善”是慈善事业的品质追求 。慈善
信息公开，其最大作用在于可以更好接受社会
和公众的广泛监督 ，让潜伏的 “病菌 ”无法藏
匿，起到“杀菌消毒”作用。可以说，慈善公信力
的重要基础在于信息公开 。“信任不能代替监
督”，公开则可以增进信任。某些慈善机构因为
长期信息不公开，导致了信任危机 ，影响了慈
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法”时代给力“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已于2016年9月1日起施行，开启了中国
依法治“善”的序幕。即将施行的 《慈善组织信
息公开办法》，进一步扩展了依法治 “善 ”的内
涵与外延，对细节与细则作出了规范 。慈善事
业在越来越健全的法规和制度下发展，可以更
好地汇聚“善能量”、释放“善力量”。

立规矩是基础 ，守规矩是关键 。慈善信息
的公开将有 “法 ”可依 ，更期待实现有 “法 ”必
依。如今，信息公开已成为时代进步的标志和
动力之一，诸多领域的信息公开已行驶在法治
轨道之上。我们相信，慈善信息公开将推动慈
善事业驶向更宽广光明的大道。

苗向东

最近，热浪席卷全国，多个城市经历
了连续多日高温“烧烤”模式。

高温频袭城市， 主要与天气变化相
关，但城市建设有违生态价值取向，亦导
致了“火上浇油”。如今城市中普遍高楼
大厦拔地而起，街道狭窄，绿地渐少，形
成了“热岛效应”。在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背景下， 城市规划与建设应更多注重生
态环保，以降解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有
效提高市民的舒适感、幸福感。

比如拓宽城市道路， 路面应尽量采
用保水性能和透气性能好的材料铺设，
使热量得以快速散发。 沿江河湖海布局
的城市， 应充分利用风和水体的降温增
湿功用，在沿岸留出足够空间，形成“风
道”，让风和水汽通过“空中走廊”进入城
市。城市道路应与城市主导风向一致，以
便让江风、湖风刮进主城区，充当都市的
“大风扇”。 要控制城市上风向的建筑高
度和密度， 防止因建筑过高和过密对风
形成阻挡，导致热量和温室气体滞留。确
保高层建筑物之间必要的间隔， 并做好

隔热和遮光处理，减少热量辐射。避免市
区内建筑呈团块状分布， 加快市区与郊
区的空气流通。

又比如城市绿化建设。 绿化应是全
方位、立体化的绿化，具体来说，就是要
在城市留出尽可能多的绿地和水域 ，扩
大树木种植面积，同时“绿化”城市建筑
物群的房顶和墙壁， 以吸收城市空气中
的热量，降低城市温度。一些城市的绿化
仅限于种草坪、栽景观树，其实这些非自
然的绿化在给城市降温方面作用并不太
明显。

此外，在居住小区建筑布局上，应考
虑到错位布局优于行列式、“点式和条式
结合”优于单一平面布局、面风向半围合
式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通风环境等规律运
用。

在城市规划中 ，地点 、时间 、气候
属于不可控因素 ，但城市规模 、形态 、
关系是可控的 ， 可通过科学设计淡化
不可控因素 。尊重自然 、讲求环保 ，将
生态绿色理念贯穿于城市规划和建设
的整个过程 ，城市将更凉爽 ，市民会更
舒适 。

为政者当避“禅钻”之弊

高温“烤问”城市生态建设

新声 牢记习总书记嘱托
推进湖南高等教育发展

唯公开，方公信

卫生室
岂能设最低消费

据网友反映，毕节市纳雍县人民医院附
近一卫生室玻璃门上，挂有“打针输液60元
起”字样贴纸，因涉强制“最低消费”引起热
议。经有关部门核查，网友反映问题属实，涉
事卫生室是非营利性机构。此举已违反《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相关部门将作
进一步调查处理。

打针吃药当以病人所需为准，岂能设最
低消费？这则新闻当事人的医德和法制意识
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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