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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华

近日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新
闻单位在黄金时段连续对我省贫
困县区产业进行集中推介，以湖南
日报、湖南电视台为代表的省级主
流媒体也将就贫困地区产业开展
大型集中宣传———一县一品、完全
免费。这是新闻媒体建功扶贫事业
的具体行动，是媒体公益宣传活动
的一次创举，也是在全国上下冲刺
脱贫攻坚关键时期的一声响亮呐
喊。

脱贫之战， 正呈攻城拔寨之
势。 但越接近目标，需要付出的也

越多。中央和省级新闻媒体的这次
集体行动，将为正处在决战阶段的
脱贫攻坚战役再添一股巨大推
力。

事实上， 在这场与贫困的决战
中，新闻工作者从未缺席，一直履行
着鸣锣开道、摇旗呐喊、辨风识向的
职责。 3个月前，在湖南省委宣传部
的统一部署下， 省级主流媒体的20
名记者驻扎到20个尚未摘帽的贫困
区县，奔赴基层一线，用自己的笔触
和镜头，发现、传播三湘大地扶贫战
线上生动活泼的事例、可歌可泣的
人物。 而这样与贫困群众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的行动，在我省新闻

系统已持续了多年。
涉浅水者见鱼虾，涉深水者见

蛟龙。新闻工作者深入决胜贫困一
线，脚趟泥泞、头顶骄阳，端出了一
盘盘别具芳香和热度的新闻作品。
他们用自己独有的视角，为脱贫攻
坚战的“指挥员”提供了珍贵的第
一手情报信息， 他们用充满激情、
富有思考的新闻报道，给投身脱贫
攻坚战的干部群众添加了强大精
神动力。 可以说，新闻工作者是这
场伟大战役中战功赫赫的一支重
要力量。

新闻记者是时代风云的记录
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消除绝对

贫困，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是党对
历史、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注定会
成为全球文明史上辉煌灿烂的一
页。 能够投入到这场伟大实践之
中，自然无上光荣。 脱贫攻坚战是
一座新闻富矿，其中有难以再现的
场景、不可替代的体验、难以复制
的“同期声”。 珍惜当下、抓住契机
是新闻人应有的职业意识和时代
责任。

脱贫攻坚既是“试金石”，还是
“练兵场”，有使命感的媒体将在其
中创造自己的高光时刻，有信念的
新闻人也会在其中磨砺出更出色
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

金中基

这几天， 长沙岳麓山上大树伤人事
件在网上热传，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事情发生在７月６日。 当时，一群市民
在岳王亭景区附近一棵大酸枣树下唱歌，
突然一根枝干掉落，4人被砸伤，真是飞来
横祸。 这里是景区，旁边又是湖南师范大
学的办公楼，平时游客、居民、师生多在此
活动。 发生这样的事，让人想起来都后怕。

无独有偶。 就在岳麓山，５年前也曾
发生同样的事件， 当时引起了一场舆论
风波。

那是２０１４年8月18日，岳麓山下的岳
麓书院内，一棵古枫在暴雨中轰然折断、
倒塌， 硕大的树体将文庙大成殿部分建
筑压垮，致使３人伤亡。 其中，1名女性游
客经抢救无效死亡，1名游客和1名书院
工作人员遭受轻微伤。 让人意想不到的
是，时隔５年，相同的悲剧又发生了。

也许有人会说，大树伤人纯属偶然，
无法避免。 但是， 偶然之中又存在着必
然。如果真正从５年前那次事件中认真汲
取教训，防范得当，这种伤人事件或许就
不会再度发生。

大树伤人，看似问题出在大树，然而

源头却在人。倘若景区、园林、学校、文物
等部门认真采取整改措施， 一以贯之抓
落实，真正把防范措施执行到位、到每一
棵树，或许大树伤人事件就不会重演。

大树古老沧桑， 日久天长， 风雨摧
之，蚁蝼害之，自然断落也在所难免。 何
况大树漫山遍野，即使路边、院落等处也
是不可胜数，当真防不胜防。但悲剧不能
重现，治树要先从人的思想抓起，在防范
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和麻痹大意。

曾见老树半天云 , 十里沃土百里
根。一棵大树有的上了几百年，高大冲天
树冠如盖，随时都有枯枝掉落的危险。尽
管一根枯枝遇风雨雪霜压垮发生在一瞬
间， 但是这根枯枝却不是一下就变枯腐
朽的。 因此，防范的时间是有的。 只要经
常对每一棵树加以巡查， 防患于未然完
全有可能。 树枝枯萎了，能加固的加固，
不能的就处理掉，免得掉落意外伤人。万
一有的无法处理，就对大树围上栏栅，禁
止人们进入危险之地。当然，人们自身也
要有防范意识，尽量不去大树下玩耍。

岳麓山风光秀美，古树胜迹多，游人
学生也多。 从生态环境上来说，保护好大
树就是保护了一片绿色；从安全防护上来
说，保护好大树就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安艳娇

在我国“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
系中， 养老机构是老年人社会化养老的
重要场所。 尤其是随着老人“空巢化”加
速，机构养老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今年
7月1日起， 我国养老机构星级评定 “国
标”———《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正
式实施，近3万家养老机构迎来“星级”大
考。

“养老”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
两千多年前的周朝， 就出现了专门的养
老场所， 到唐代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
养老制度。 唐代的“悲田院”、宋代的“福
田院 ”、元朝的 “济众院 ”、明朝的 “养济
院”、清朝的“普济堂”等，都是专设的养
老机构。当前，虽然我国养老机构较以往
有了长足改进， 但与庞大老人群体的需
求相比，在生活环境、设施配备、饮食服
务等方面还不够完善，养老供需不平衡，
养老机构数量还有不小缺口， 而且缺乏

全国统一的管理服务标准体系。
有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

国65岁以上人口达1.7亿，其中失能和部
分失能老人约有4000万人。 提高养老机
构的数量，提升其服务质量，事关老年人
的健康安全。只有不断完善制度保障，才
能让老人安心养老。

做好新时代的养老工作， 需要形成
全社会的合力，遵循“政府主导、部门协
调、社会参与”的原则，切实加强对养老
工作的领导，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
领导直接抓、 民政办具体落实的完整管
理体系。其次，养老机构应重点明确服务
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制定权力清单，进一
步规范相关标准、提升服务质量，尤其要
强化农村养老机构的建设管理， 为农村
社会中最困难、 最弱势的群体提供基本
保障。再次，应建立等级管理制度的长效
机制， 在省域范围创建一批五星级养老
机构、 在市域范围创建一批四星或三星
级养老机构、 在县域范围创建一批二星
级养老机构，发挥等级评定示范效应。

吴学安

7月8日 ， 《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正式向社会公布。 意见对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
教育质量等作出部署， 其中，
意见明确提出要尊重校长岗位
特点， 完善选任机制与管理办
法， 推行校长职级制， 努力造
就一支政治过硬、 品德高尚、
业务精湛、 治校有方的高素质
专业化校长队伍。

此前， 作为深圳市事业单
位人事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制
度创新，“校长职级制” 已正式
实施：重新设定校长、副校长岗
位准入条件， 不再受学校行政
级别“天花板”的约束。 此举旨
在淡化中小学校长行政级别，
破除不利于其跨校交流的制度
障碍， 建立以治校能力和实绩
为核心的评价激励机制。

可以说 ， “校长职级制 ”
的核心是摘下校长的 “官帽”，
使其脱离行政级别的束缚， 为
实现教育家办学奠定基础。 自
从10多年前中小学 “校长职级

制” 在上海等地陆续实施试点
以来 ， 其长处已逐渐显现出
来 ： 一方面 ， 理顺了政校关
系， 初步建立起教育行政部门
宏观管理、 校长行使办学自主
权的管理体制， 强化了校长职
务的专业化特性； 另一方面建
立了符合中小学特点和校长成
长规律的选拔、 培养、 激励和
使用管理机制， 密切了校长待
遇与其业绩水平的联系。

取消校长行政级别， 能够
最大限度让校长们摆脱行政束
缚、静心办学。如此可有效防止
校长为应付上级、保住“官帽”，
只做表面文章等长期存在的弊
端， 有利于引导校长更加注重
学校发展和师生的全面发展 。
同时， 赋予校长权责相当的人
权、事权、财权，有利于校长更
好发挥创造性， 深入研究教育
教学、 规划学校发展， 把学校
办出特色、 办出水平。

一名好的校长寓意着一所
好的学校。 基础教育中校长的
作用不言而喻。 实行 “校长职
级制”， 可以让校长成长为职
业校长， 助推学校形成 “教育
家” 办学的良好局面。

� � � �近日，贵州黎平县九潮镇副镇
长杨璟查看水灾情况时，因有人在
背后为其撑伞 ， 被质疑 “架子太
大”。 随后，杨璟回应称，系当地群
众自发上前帮其撑伞，上级部门也
及时给予证明。

不同于以往备受诟病的“给领导
打伞”事件，“给副镇长撑伞”一事所
包含的温情，值得好好品味。

常言道，“群众在干部心里的分
量有多重，干部在群众心里的分量
就有多重”。 据悉，由于杨璟经常下
乡，当地很多人都认识他。 正因为
他心里装着群众，才会有人主动上
前帮其撑伞遮雨，这一举动包含了
对其工作作风的认可，是自然的民
意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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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伤人，源头在人

制度用心，老人才安心

决胜贫困，鼓劲加油正当时

实施“校长职级制”
助推教育家办学

新闻漫画

自发为“副镇长撑伞”是一种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