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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ÀǼ ²ÄÅ�hÿÚÛÜ
MÝt0ûútöÞâft²/²2t�ß>
Uà�2Xáâx¤ã�� %" `aÄ

ääIJtåæç±UMÝn2uK»
¼è�bO��!0âúJéüêëäì
( ; %% <`4Àíb gî|�ïÏðäì
4ñx¢ºÔòMóôXatFO=í¢õ

öa÷�UÍ_øùx  >íÀíú_s
%*' `axûü '*( `ax<�~íj >_
s:é , `ax`4{|[-�óýþöâ
äìxäÿhG; >!"ß#$ !*, -"x
u,%&#$ % -Gxh; >_s' !,"
-a -%"" -abø(øm/À�rIHª
uºb)*+,»RSm~-./exr��
sH�FR012äìÎ= !%$ 3rs¢
õ:ëxë4 %" 5-��

bÂÃÄÅ®=6ä��7¿.À9Á
ÂÃ¤2tÞ¤ÞBÞX89:;yx�H
Xf5§ÅÕ¤2H0V²/²2ä
ìÄ e-�/0<�=��t1����>?
@ABÄ

!�# ;^x´²ÄÅ/C¢DE�n2
� !%"+ðx/Fë°±Ùl ' -ä�åxG
/À¥ÔHIJ¸b¥K�C³´µ¤2
HeÕb¥K�ß>¤2He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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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晨莹

畅想未来， 轨道交通会发展成什么样？
日前召开的轨博会上，不少业内人士用“更
快速、更绿色、更智能”来描述。设计时速600
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快速”已是中国高铁的
“看家本领”；聪明的无人驾驶，“智能”已是
司空见惯的形容。“绿色”，如何理解？

从发展史来看， 相比之前的蒸汽机车、
内燃机车，采用电力机车的绿皮火车隐约含
有朴素的绿色理念。如今，低噪音、零排放、
低辐射，已在长沙运营3年多的磁浮快线，为
未来城市轨道交通提供有效解决方案；成都
空铁在全球首创采用大功率锂离子电池能
量包作为牵引动力源， 一次充电可续航200
公里，无废气排放，无电磁污染……轨道交
通发展过程中，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

的同时，也将绿色因素纳入到技术创新的决
策中。

绿色，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方向。利用“超级电容”提供动力，储能式
现代有轨电车运行无须架空接触网供电，利
用车站停车上下客的30秒时间即能充满电
能，并且能将85%以上的制动能量回收。以绿
色为“卖点”，轨道交通产业再添有前途的增
长点，印证着生态优先中蕴含着巨大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中车科学家、中车株机副总
工程师杨颖在主题演讲中说，中车株机的储
能车全线无网，无杂散电流腐蚀，制动热排
放少，能耗相比架空网同类产品低30%，已在
广州海珠线、深圳龙华、东莞华为基地等地
应用。绿色科技与广阔市场互动形成的“良
性循环”，驱动轨道交通事业不断向前。

轨博会上， 企业家们解锁了不少细节。

在轨道交通用水性涂料的选用上也有讲究，
需要考虑降低污染 、减少VOCs（有机挥发
物）的排放。把绿色理念完整内嵌到轨道交
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中， 既要在产业发展
中认真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计划， 也需在
产品生产时严格执行绿色环保和质量安全
标准等。

中国对生态保护的决心前所未有，承载
“守护好一江碧水”重任的湖南，更能体会到
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
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迫切。轨道交通，未来
将是一个涉及生产生活诸多领域的产业，随
着绿色理念的“呼之欲出”，节能减排、环保服
务、清洁能源、环保装备、循环利用、新能源汽
车等产品“虚位以待”，再加上低碳市场和环
境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的“鼎力支持”，共同
为产业发展添加强劲的“绿色动力”。

向乾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每个领导干部，
都要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教育培训， 使大家熟
悉民主集中制的规矩， 懂得民主集中制的方
法。”民主集中制是各级党委在决策过程中必
须遵守的基本规矩， 也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的基础。认真遵守民主集中制，是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题中之义。

学理论， 在学习中明规矩。 只有充分认
识、全面把握民主集中制的深刻内涵、基本原
则，才能理解其重要意义，从而增强对民主集
中制的理论认同和行为自觉。 按照省委书记
杜家毫在《做一名守纪律讲规矩重自觉的共产
党员》党课中的要求，在学习中明规矩、找差
距、强定力，使规矩内化于心，不断强化和提
升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意识、素养、质量。

重落实，在执行中见规矩。贯彻执行民主
集中制， 必须坚持落细落小， 做到处处见规
矩。要把准重大事项，紧紧抓住本单位事关全
局的大事， 切实做到重点扣得住， 小事放得
开，防止陷入一般性事务。要抓好调研论证，
对于重大问题， 尤其是决策涉及上下关注的
重大问题， 更要深入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防止出现决策失误。要抓好会前酝酿，“班
长”注意听取班子成员意见，班子成员之间坦

诚交流看法， 求得初步共识。 要做到科学决
策，求真务实才会有科学决策，要本着“言者
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
真话。

作表率，在示范中立规矩。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民主集中制贯彻得怎么样， 关键看领
导干部做得怎么样。”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
手”的示范作用很关键。要带头发扬民主，作
为“一把手”，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平等待人、与
人为善的真诚态度，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
宽阔胸襟，力争把各方面的真实意见掌握全、
掌握准，进行研究比较、择善而从，正确对待
少数人意见，在领导班子内部营造“把问题摆
到桌面上来”的良好环境。要善于正确集中，
“一把手”要善于启发班子成员开动脑筋想问
题，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在充分酝酿讨论、
反复分析比较中，把正确意见集中好，分歧意
见统一好、否定意见说服好，把符合事物发展
规律、 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意
见集中起来， 作出正确决策。 要敢于担当负
责，绝不是“和稀泥”、当“老好人”，绝不是“讲
和气”“搞平衡”， 而是要敢于站出来说话，敢
于表明自己的态度，雷厉风行，果断决策。要
以党的事业为重， 以人民利益为重， 忠诚履
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面对矛盾问题敢于
碰硬、敢于担当。 （作者为冷水江市委书记）

王恩亮

10月中旬以来，江西多地警方下发通告，
决定在全县（区）范围内取缔（整治）经营性棋
牌室、麻将馆，引发舆论普遍关注。

从江西多地警方一刀切地下达麻将馆禁
令来看，其法理正当性让人疑惑。除了“麻将
机放在家里娱乐是没有问题的”，放在其他场
所的都有问题。聚众赌博的麻将馆、棋牌室被
取缔并无问题， 可营利性麻将馆就都是违法
的吗？

首先，打麻将不等于赌博。2005年发布的
《公安部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通知》 中早就明确， 不以营利为目
的，亲属之间进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
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亲属之外的其他
人之间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
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法律让警方打击
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赌博，而他们却把带
“彩头”的纯粹为娱乐、消遣的玩棋牌、打麻将
也列入其中 。带有一定 “彩头 ”的麻将 、扑克
牌，已成为普遍性的休闲娱乐活动，在多数民
众的认知中，并不能算赌博。在这种情况下，

执法尺度必须考虑社会认同。
其次， 开设麻将馆并不直接属于法律必

须规制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不以营利为目的，进
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 以及提供
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只收取正常的服务费用的
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由此观之，开营
利性麻将馆到底算不算参与赌博， 在很大程
度上面临着执法困境。越是标准模糊，执法上
越要避免激进。

还有，根据我国《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40
条规定：公安部门在查处治安、刑事案件时，发
现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予
以取缔。简言之，只有对于未办理相关许可手
续、擅自从事娱乐经营活动的，或者涉嫌违法
犯罪行为的，才符合警方去依法取缔的条件。

全行业的“禁令”，这种扩大化的治理倾
向，必须要有更严格的合法性、合理性审视。
一刀切的治理背后是高昂的治理成本， 一旦
放松，相关行为很可能卷土重来，不仅无助于
实现治理初衷，还可能浪费执法资源、影响执
法公信。

马涤明

近日，江西南康作协主席赖某某在微信
群内要求，作协会员分享作协刊物《南康文
学》 第44期文章。“明天下午五时还未分享
者，我会点名了。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作
为主席，这是我对你们提的要求，你们看着
办”……微信群内的聊天记录被人在网络上
公布，争议声四起。

面对质疑，赖某某一边向媒体确认了网
传截图的真实性，一边强调他在群里的发言
只是号召转发并未威胁，初衷是为了提高协
会的凝聚力。然而，号召转发也并不得体。其
一，作协主席跟会员之间的关系不是行政意

义上的“上下级”，以转发文章作为标准，来
决定会员资格实在有点偏颇。其二，作协文
章的传播应靠质量，号召分享容易引发“强
买强卖”的质疑。好的文章、作品，读者会不
请自来，情不自禁地争相分享。

网络世界，流量为王，而朋友圈则被认为
是优质、也是有效的流量入口。虽说，期盼增
加转发量跟刷流量不是一回事，但是，以点名
方式强求分享，难免让人怀疑，作协对自己的
期刊和文章缺少自信。

我的朋友圈谁作主？ 现在已成为社会的
“痛点”，其中以“权力胁迫式”被动“分享”的情
况痛感尤为强烈。因为员工不发朋友圈就考核
不合格的、不发朋友圈就辞退的新闻，早已屡

见不鲜。发不发朋友圈，发什么样的朋友圈，在
什么时间发朋友圈，似乎早已不是私事。

从理论上说， 每个人的朋友圈都是私
人领域，都有表达的自由，不应受到他人的
干涉。 作协是一种松散型组织， 拒绝服从
“分享 ”命令被点名后 ，副主席尚可提出退
会； 但于那些身家饭碗都系于其中的公司
员工来说，朋友圈被长期征用，多是敢怒不
敢言。

朋友圈， 折射出很多有关社会规则、权
力与权利、管理者乃至组织价值取向方面的
场景。尽管“被迫分享”已经成为又一种泛滥
的规则，作协的不能脱俗还是叫人深感不适
和不安。即便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号召分
享的期刊和文章不代表质量不行，但“点名
式”号召，特别是以“将清除出队伍”作为要
挟，未免有失斯文。

遵守民主集中制的规矩

越是标准模糊，越要避免激进

添加强劲的“绿色动力”
———轨博会观察之二

作协“征用”朋友圈，未免有失斯文

新闻漫画

儿童保健品别成“坑娃品”
增高的、补钙的、益智的……形形色色的儿童保健品被

爱子心切的家长们送进孩子的口中。和老年人往往被套路购
买保健品不同，儿童保健品多是家长主动选择，虚假宣传、随
意忽悠让家长们心甘情愿慷慨解囊。

除了多管齐下对违法违规者进行严厉打击，避免儿童保
健品滥用，还需要家长提高科学素养。合理饮食、正常发育的
孩子一般并不需要额外服用保健品，过多摄入维生素、微量
元素等都可能产生负面作用。 尤其需要家长高度注意的是，
有的保健品还含有激素，过量服用会对孩子成长造成损害。

图/文 朱慧卿

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