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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

伍果

据新华网报道 ：9月 16日下
午， 正在河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
总书记， 来到位于新县的鄂豫皖
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和革命博物馆
缅怀革命先烈、告慰革命英灵，并
与当地红军后代、 革命烈士家属
代表亲切交流。

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是
新中国批建的第一批县级烈士陵
园。 园内陈列和珍藏着朱德、邓小
平、李先念、许世友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亲笔题词及珍贵烈士遗物
4500余件， 安葬着近百位著名烈
士和红军首长遗骨， 纪念着鄂豫

皖苏区13万多名革命烈士， 集中
反映了英雄的鄂豫皖苏区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 从大革命时期到新
中国成立的漫长岁月中所走过的
光辉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

98年的党史 ，70年的新中国
史，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
鲜血、泪水和汗水写就的，充满苦
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
获， 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
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 、
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这门功课不仅必修， 而且必须修
好。 “吃水不忘挖井人”，红色江山
是千千万万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
命换来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享受幸
福美好生活的时候，应当牢记红色
历史， 珍惜当下的幸福与机遇，在
缅怀革命前辈英雄事迹、重温红色
革命历史的过程中，廓清“我们从
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做到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
为党之责、强党之志。

知史明志、知史担责。 党史国
史是党员干部最好的教材。 通过
学习和传承革命前辈身上所体现
出来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 爱党爱国的精神和高尚品

质 ，巩固升华理想信念 ，坚定 “四
个自信”，自觉扛起历史赋予的伟
大使命，勇立改革发展潮头，冲在
干事创业的一线， 用最忠诚的政
治品格、最脚踏实地的奋斗，告慰
革命先烈、回报人民。

慎终追远，凝聚复兴力量。 追
寻红色记忆、重温革命经典，能激
发坚定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
的政治自觉。 “革命尚未成功，同
志仍须努力”，面对前进道路上的
伟大斗争，我们须戒骄戒躁，常以
历史为镜， 防范化解各方面的风
险与挑战， 保持稳中求进的战略
定力， 为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
力量。

王度阡

“两会一课”是基层党组织生活的重要
形式，这里的“课”自然是党课。 然而，在少
数党组织中，“对着原文读一遍” 的党课却
屡见不鲜，不仅平淡枯燥、索然无味，难以
提起党员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更有可能
让党课流于形式、走过场。

讲授党课对于党员干部的成长和党
的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但要真正讲好党
课、讲出效果，还必须要“有意思”。 有人认
为党的理论有其固定的形式和内容、政治
术语也有标准的表达方式，倘若讲课时变
个说法、改个形式，就会变了味、不严肃，
甚至会导致政治立场、 政治观点出现偏
差，故而只能原原本本、生搬硬套。 这是对
党的理论学习不深、钻研不透、领悟不够
的借口。

让党课既“有意义”又“有意思”，二者
并不矛盾。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抗日
军政大学题写的校训中就有 “严肃”“活
泼”。 用活泼有趣的方式，将严肃庄重的
党的理论讲述出来、表达出来，本身就是
一种能力的体现。 语言表达本就千变万
化 ，汉语更是博大精深 ，换种说法 、变个
形式，未必就会变味、走调。

讲党课要注重理论性和严肃性， 但也

少不了“接地气”的讲法、说法，让党员干部
用心听、听进去。 要知道党的理论不光是领
导干部要读懂，普通党员干部也要学会，更
要向人民群众宣传宣讲。 倘若只注重表达
方式的严肃、理论思想的深刻，而不考虑听
课者感不感兴趣、听不听得进去，党课的效
果必然不佳。

其实，有不少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
党课讲得非常“有意思”，课堂上不仅内容
精彩纷呈，气氛也融洽活泼，激发、调动了
党员干部的学习积极性， 可以说是凭实
力 “圈粉 ”，也佐证党课是可以 “有意思 ”
的。 有的人讲授的党课之所以味同嚼蜡，
让人感到“没有意思”，归根结底还是讲课
者自身的理论不精，或是态度不端。 甚至
个别党员干部把讲党课当做“任务”应付
了事，这样的党课，提不起听课者的兴趣，
更遑论让人达到“理论学习有收获”的效
果。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党课
亦当有此效果。 党课要“有意思”，根本目
的就是为了让听课人能够听其课、 收其
效。 倘若不能让人听进去，没有实实在在
的效果，党课就会沦为形式主义。 唯有言
之有物、论之有据、生动有趣，党课才能真
正让党的创新理论和指导思想入心入
脑。

乔杉

为做好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修订工作，今年8月，北京市12257名市、区、
乡镇人大代表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建
议，直接参加的群众多达24万人。 从统计
数据看，北京市民高度认同垃圾减量和分
类，高度赞同通过修法明确垃圾分类的义
务，对违法投放的单位和个人设定罚则等
认同度均达90%左右。

如此高比例的群众支持垃圾强制分
类，多少有些让人吃惊。静而思之，实属必
然，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各界
越来越认识到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紧迫
性。

今年以来，垃圾分类理念恰如一夜春
风来，吹遍了千家万户，而且还不是“一阵
风”，已经走向了“长”“常”，拥有了海量粉
丝。 在一些城市，围绕垃圾分类发生了很
多有趣的事情，演绎出了不少极具传播度
的段子，公众的知晓度、认可度，都在迅速

提升。 北京九成群众支持垃圾强制分类，
就是明证。 大量事实生动说明，垃圾分类
正在成为最时尚、 且深入人心的共识，这
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

当然，“九成人支持”也并不意味着垃
圾分类就可以轻松摁下“快进键”。实施垃
圾强制分类， 说到底是生活方式的转变，
是行为与观念的升华。如同其他领域观念
转变一样，推进垃圾强制分类，很难做到
毕其功于一役。 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只
是为垃圾分类创造了条件，并不能说明垃
圾分类就没有困难了。从其他国家的经验
来看，垃圾分类往往要经历一个很长时间
的“拉锯战”。“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
不怕千万事”，有信心、有决心、有办法，就
能让垃圾强制分类工作取得预期成效。

做好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天时地
利人和”，大事难事更是如此。 在上海、北
京等城市，垃圾强制分类已呈“支持者众、
认可者广”之势，这就是做好这项工作最
大推力。

王旭东

近段时间来， 一款新型装
饰物“小黄鸭”成为一些私家车
的“新宠”，被安装在车顶、后视
镜或引擎盖等位置。 这一款装
饰物自走红网络后， 也成为部
分电商平台的热销产品。 然而，
交警部门提醒大家，这款“小黄
鸭”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还涉嫌
违法。

“小黄鸭 ”走红 ，是因为它
着实迷人可爱：它头戴小钢盔，
顶着竹蜻蜓， 脖子上还挂着大
金链子，往引擎盖上一放，很吸
引眼球。 “装上它，你就是这条
街最靓的仔。”就小黄鸭这件饰
品本身而言 ， 它确实很萌 、很
“拉风”。

大家一定记得早几年的
“大黄鸭”。 大黄鸭代表着一份
天真的童趣 。 “童年记忆放大
了， 整个世界就变小了。 ”这是
荷兰艺术家、“大黄鸭” 设计师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透过艺术
品所传播的价值。 如果说， 大
黄鸭是 “童年记忆的放大”，那
么， 小黄鸭则是 “童年记忆的

浓缩 ”。 小黄鸭 ， 是商品 ， 也
是一件小型的艺术品， 承载着
童趣童心。

小黄鸭，可以“浮水”，但不
能 “拉风 ”。 毕竟 ，作为外部饰
品， 车载小黄鸭存在潜在的危
害性，比如，安装不够坚固易脱
落 ， 易分散驾驶人员注意力 ，
影响驾驶人员视线等 。 而且 ，
此举已涉嫌违反车辆管理的相
关法律法规。 即便是重拾童趣
童真 ， 也不能 “冒险 ”， 这是
基本常识 。 带着风险去 “拉
风”， 确实够拉 “风”， 但也会
招 “险”，显然非明智之举。 所
以说，车载小黄鸭就是“赶鸭子
上架”，放错了地方。

创意千万条 ， 安全第一
条。 各种各样的小创意、 小制
作点缀生活， 同时， 也蕴含商
机，这本值得肯定与鼓励，但无
论什么样的创意产品都必须保
证其足够的“安全性能”———不
给使用者造成伤害， 不给社会
带来危害，这是一条底线，也是
一条“安全线”。 对此，车载小黄
鸭的生产商、经销商也要反思。

党课“有意义”，也要“有意思”

百姓支持是垃圾分类的最大推力

慎终追远，知史明志

小黄鸭，
不能带着风险去“拉风”

� � � �出于营销目的，很多商业机构
纷纷开设微信公众号，有的还开通
了多个微信公众号，使得公众难以
分辨。有不法分子趁机取“高仿名”
冒充正规机构， 或者通过造假、借
用他人工商执照、法人信息注册微
信公众号，实施诈骗。

对于微信公众号，平台应担负

起“识伪”责任，在资料审核、日常
运营中堵塞漏洞，避免其沦为诈骗
工具。对于金融、政务、支付等相关
行业公众号更要着重进行人工审
核、提升开设门槛，以防范“假冒”
的微信公众号“助纣为虐”。广大网
民也要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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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假冒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