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0月2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周双观点08

!"#$ %&'(!!""

#$% &'( )*+

!"#$!%&'()*+,-./!012345,6789:;<!=>
?@A"BCADEFGHIJ!KLMN2O"PQRST,UV!WXY,Z
[\]F4^_`2abcdefgh! ijklb"*mn$opqrDst
uv#$$

!"#$%&'()*+,$+-./
01234%&56789:;<=+-$
>?34%@A5689BC2DEFG0
HIJ:;K L+-MN/O !"# PQ$%
&5R'(<=+-S/ $!#% TQ$ UM
N/O2 &!'K

VBCW34%@AX67YZ[\
2]^_`ab$W348]cdef)2
ghX67i)jk89l 34%@AX6
7YZ[\mnopqr[stuDvw
%Fxywz{F|}w~�2YZ[\l

�%&'(��$ VBCmG0`[s
tuw%2��56{��jk��( _�
5��R������ 56�R��'��
�F56���6�Y�jkF567��`
�H��672�k��|���$ �g 
¡¢+-£56��2¤¥¦$ ¡§IJ¨
©$ª«567{¬®¯°±$²³567
2´µ¶{$·;¸¹89º»$qr¼½¾
567YZ¿·��2ÀÁÂJ��K

Ã&�ÄÅÆ$ÃÇ6ÄÂJ$£!È
t®ÉHÊË[$%&'(Ìe¶{�ÍÎ�
ÏÐ2;Ñ$rÒÓÔÕ$Ö�+-À¼×
§Ø)ÙK

,-./#0123456
789:

ÚÛgÜ£ÝtÞ5H�ßà2+-$
á5�6�2)ÙWâOl

C#$ %&'(á5ã�Dv£&sF
¶äFåæFLçètéê !$% Të$À¼×
ì�í~î ïð´��ñòy¦éê )% P
ó$À¼×{ôí~îá5õö��éê÷
±íø$À¼×ùúí~l

û *%%% ï£üjýü8$ %&'(`
Û{ôþgÿ�5��©/O¾ü82+
-$!W{ôw%2á5�"�+-$#$
Û%[ôá5�&g''l

+-ÚÛ{ôw%2á5��ü8+

-$%%&( )*`Û[ô+,)*$-%&(
7./0�F1�è672Â£ÓÔÕ\[
31×ð´567245$£�Ý6<7§
2�,8H89¤¥¦$£g9uø89:
;9º�l

+-ÿ�%5�<=ã�$á5�67
£>7¶{*?H@ABC¬8üDEð
pF��G�R267l :;ôà-H+I
X676tJK'$-%&.'/�F0�FL
MNOFP�FQ�FRS�FT�FUVWF
XYWFN�FZ[\F]^_`aè !* Ü
7�bc<d>7JK$ef&g67:;
-<d67JK(l

£)Ù6�[$hiÊËS-y¨j�F
Çk�R(2)Ùlm$fnS-+- + ot
, Xp'26�¾vq$Ì9!rt)Ù5
6�Rs�l

¼£$+-2t<{ôw%2á5�R
otH56u�ñòot$t<vhgw�
¬xyz{[\$t<|}56�R���
°~xy$��WLMNOF/�F��P�
2�ò$ UVW�XYW2{��ñRF�
���2�ò$%5�y¨j�H5Ç�Y
>7���Þ�õöÇY��èxy$��

Ä×ô�~�5��ôÝí~5�l
+-2#ôàX�eè - e�J9Û

X�6�¾ôà]c�[��$#ô���
��J9Ûôà���[��$ �bc
./0-%%!1*%%% ´µ:;H ./0!2%%!1*%%2
��:;�%Á°JKl

%&'(��672Ç6��F���
òFÇ6F��$Þ�6727´^ÉF ¡
¢£F¤¡Z¬F*¥F¦§FI¨�©ªè
«Ü�¬$9×®¯2��*?l °±%
&��|²×"<2-³´µ¶(K($�·
À¸9c¹º$�»Ü>7Ç6FYZI¨F
��¼½À¼×¯¾´µ¿À$²³×>7
¶{l ÁÂW%&'(-Ã&�ÄÅÆ$qr
¶{FÍÎFÏÐ2{6�Ã'vql

%&'(!ÄM]û¶2{6�Ã)
Ù$ Å��M]Æ�O����®Ç6�H
892)Ù$M]Æ�È%ÉÊËìÌÍl +
-bcÎ�X�6�¾�¬$ Æ�×giX
�Fj�F��FI¨HÏÐ��2)Ùl hi
°ïÇ6«wu���Ë )%Pó$!Ä<¨
t�Ñ×�´/¾Ò¾ÓÔ$ �·ÕÖ×%
µF��G�u���2×É$ ÄØgBÙ
¹ÚÆ� ) TÛXp�Ü×+-�R6�
Ãl ìÝ$«�Rot°ï×^.ã��F�
� #&%%TóÞü$ �[%efWbcÞßF
·ìè¢qàXáâã$ Û�RXpÀ¼
ÏÐâÜäPQFåâ )%%%TQÞül

%&27.¨¯$ ��567£æçF
üèF34FÈéFsçFêëF�ìFÒéè
{ô«t89�íÈ%ÓÔÕîï$ðØÆ
�×;ñ2�ºl òóô$Äõö8 **% T
ë�R5�°ï÷%&5R2�ºÆ�$
ø�Xáùâ *"& PQúû$�»Ü�L

M&uä & ïü &*% Të�R5�$÷�
ºÆ�ýXáùâ� *& PQúû$ �þT
Xpÿü×!�ÌÍlml

;<=># ?@0AB#C
DE,FG

áÞ>Û<$>Þ¶Û~l %&2&g
û=��ðu$ û="k#ã�2á5�$
$%)�F%´B&$'W(lH)2Ç
k�l +-5672~*bc+,>7H<
d67JK$�Ç3t-bc×´µ:;Á
°H��:;Á°JKl

%>7¶{(%567¶{($ôlý°$
álý.$/ï%&$�01($!23\$
Ãû45ß$��·gl

*%!% ï$æç6��ô78$%&'(
%Ã&�ÄÅÆ$qr¶{FÍÎFÏÐ26
�Ã(9�:q;�$%&'(Ì¦qr�
�{6�ÃC*��Þ%<=�¬(2À¸
Û*>?]@fABl

*%!! ï$ %&'(CDEsFGHI
¡Sqr%���ò 3 %&ã� 3 567
J�� 3 567��� 3 KÃYZ|L 3
9c¹ºM=FN8FàM2{6�Ã(l Ã
Ø%&{6�Ã2 OfPQà{ôl

s�á5����{6�ÃBCêR
��$ÁW%&'({6�¾Amü2Sg
]^T¬Ul;� !%% PóÇYò�y¦G
06�¾BC$ +-ª`566�Ã*El
Û�ÓÔÕV�wLB2%&67$åG×
9c¹º�uø�WXYfÏ®Z·2L
JÏvq$C#2£æçFüèFÈéF34
è{ôÊÛ%[8\;×]^2`_l

%&��%�`($a%5b($ ÌegcÞ

dpºeÛfg2�5h¾$ij>7¶{2
Okl dp>��\¶$%&5l��mn

ÚÛ��&g'$%&op2Û�6�
Ö:qrêsF§tu�l

&s%&ÇYxy<=+-vÇpL
M&w$Wt<��ot�XYxÐy}2
¿·b"�+-l Ì¦p)Ù>7F²Í7F
á5õöè6�$67íÄÈ%ÓÔÕ2î
ïHz{l

ö|M�ÚÛ�}�F ~��p !-&*
ïìÝG�2�vw�M�$<n�"2�
�$:;cHþ�$l �½�b67ö|%
�$Ã��T)S2M����èl ¼£$£
%&�2�T$ÁÜ��n����h27
.$#{Û[ô+,)*$�Ï%åsæl

&söè�<=+-$Pp����
ï�$ W&sv[`�Ç6]c����l
+-Ç6 &! Ü�7�²Í>7$ �å×
<����Fù �è *% ÛÜ[`�7�$
ÛHþ¡Õ¢£�¤$¥ü¦ÒÇ9l

*%!# ï$ %&'(À¼J�âÜ -"*#
PQ$ §üïì¨ù3 !2"&%4$ ©/6
!#"55 PQ$§üïì¨ù3 !!"&#4l

!$ ïrª$%&Ìe%ÏÐÛOFåL
¸íF«ö�Y(2��h¾¬\ºe$6
�)Ù2Ý��®¯$°K×gÜ±%Ý½
2)Ù�¬l

!"#$%&'()*+,-.!/0
123456789!:;1"<=>#$

?@ABCDEFG!HI1JKLC"MJNO%$ !"#$%&'()*+,-.

张翼

习近平同志10月19日上午参加了党的十九大
贵州省代表团讨论。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
党总支书记潘克刚回忆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花茂村考察时曾讲到“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
乡亲们是哭还是笑”。习近平说：“这句话是作家
柳青说的，柳青跟老百姓融入一起、打成一片，
中央的文件下来了， 他都知道房东老大娘是哭
还是笑。”

人们熟知的、写出名著《创业史》的作家柳
青， 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年前主持召开的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就曾经点赞过。这一次，他再次为柳
青点赞，并明确主张“党政干部也要学柳青，接
地气”，这样旗帜鲜明的表态再次让人们看到了
一个“像老农民一样活着”的柳青，也对广大党
政干部在新时代贯彻新思想， 推进新的伟大事
业提出了具体要求。

集党员、干部、农民、作家多重身份于一身
的柳青， 因为对农村的热爱而最终把自己变成
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 这份深情是一般的作
家和干部难以企及的。“他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
在农村， 像一个普通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
体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创业史》中那么
逼真地再现如此复杂多端的生活”，路遥曾这样
评价柳青。而在贾平凹看来，当柳青到长安县农
村之后，他的心和感情都“进去了”，“他把自己
变成了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变
成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个作家，而不是
一个搜寻写作材料者， 一个旁观者， 一个局外
人。”

想乡亲所想，念乡亲所念，欢乐着农民的欢
乐，忧患着农民的忧患，这些评价的精髓，正是
当下的党政干部和党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
习近平同志号召党政干部学习柳青， 就是要唤
醒大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希望大家时刻保持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通过老百姓的想法和态
度去检验政策、举措的好坏，真正站在人民立场
去想问题、办事情。

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
常常只有几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当然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紧要时期”。这时
候，需要一大批接地气、懂国情、能干事、肯担当
的党政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今天，我们重讲柳
青，就是呼唤那种对民族、事业的虔诚，呼唤对
人民、对土地的深情。只有扎根沃土、承接地气，
才能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
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欧阳金雨

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
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当“加
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培育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写
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其背后的现实挑战
与深远意义值得仔细思之。

今天的中国站在一个重要的转型关
口，既面临难得发展机遇，也面对矛盾叠
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社会情绪
总体健康和谐， 但日益呈现多元多样多
变的态势。 几年前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
心曾总结当前存在的几大社会病症：看
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炫富
心态、 审丑心理……诸如此类的不良心
态， 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可能产生抵
触消解，的确需要引起关注。

那么，“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
上的社会心态”从何而来呢？其实，我们
已经行进在培育的道路上。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
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
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
美的环境、 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十九大描绘的民生美景， 就是民众自尊
自信的重要支撑。 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

展来解决。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每个人在
工作生活中活得更有尊严了， 社会心态
自然也会更加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从哪里获得？ 理性相对于
感性，平和相对于急躁。许多情绪化的不
满宣泄、非理性心态，经常是因为具体的
利益问题而诱发， 背后往往缺乏科学有
效的诉求表达、 矛盾调处、 权益保障机
制。十九大报告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 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可谓切中要害。从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着手，在法治
的轨道上维权用权， 方能在源头上解决
问题。

积极向上从哪里起步？多一些“正能
量 ”的传递 ，就能少一些 “负价值 ”的影
响；多一些“最美”的张扬，就会少一些丑
陋的蔓延；多一些“我若光明，中国便不
黑暗”的共同体意识，就会少一些漠不关
己的“看客心态”。十九大报告在广袤的
中华大地上， 在远离北京数千公里甚至
更远的场域激荡起无数浪花， 本身就是
“正能量”的传递和张扬。

“有心安，便有民安，便有国安。”一
位十九大代表的发言展露了万千民众
心声。

罗建华

十九大报告提出， 加快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 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
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
财产权、人格权。“人格权”一词首次写入
报告，称得上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

人格权是宪法和法律保障的我国公
民享有的十分重要的权利，包括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姓名权、肖
像权、名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等。
保障人格权， 目的是让人民更有尊严地
生活。从法治的发展趋势看，尊重与保护
人格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我国
也不例外。

早在1986年， 我国制定民法通则时
就明确规定了“人格权”。经过30多年发
展，人格权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
隐私权、 个人信息权等从陌生词语变为
家喻户晓。但应该看到，当前，人类已经
进入了一个科技飞跃的时代，高科技、大

数据、互联网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但也
对个人隐私、 个人信息带来威胁，“人肉
搜索”、信息泄露导致电信诈骗等层出不
穷， 利用互联网侵犯公民名誉权等现象
也很突出。而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对人格权保护出现的新问题， 还不能有
效应对， 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人
格权保护需要。因此，十九大报告专门提
出 “人格权 ”保护 ，是十分必要 、十分迫
切、十分正确的。

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不懈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今天
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已经不
再是吃饱穿暖 ， 而是如何维护人的尊
严 ，让人们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 。这些
背景， 必将使人格权保护进入新阶段、
提到新高度。

只有人格权受到了充分保护， 人人
活得有尊严， 人们才会反过来尊重他人
的权利， 和谐共处。 令人向往的文明社
会，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建成的。

� � � � 10月19日，十九大代表、教育部部长陈
宝生表示，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立起新
的高考制度。

“全面建立新高考制度”，锚定了此次高
考制度改革的层次与规模。“全面”对应着改
革领域的广泛涉及、 地域上的普遍覆盖，也
意味着改革在由点到面的渐进链条上走到
了压轴式位置。

高考制度的全面革新，意味着增加的是

公众在教育上的获得感预期。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新矛盾体现在教
育层面，就是唯分数论影响全面发展、一考
定终身加重学习负担之弊，就是区域、城乡
入学机会存在差距的短板，就是违规招生现
象时有发生的不足。 尽管要克服这些不容
易，但只要不忘教育公平初心、不乏攻坚克
难决心，做则必成。

文/图 朱慧卿

快递纸箱回收应成常态
杨玉龙

“双十一”购物潮将至，网上的各种预热活动已
重磅开启，而包装货物必不可少的纸箱近期却传出
紧缺和涨价的消息。近来一些纸箱供应商甚至已对
部分型号纸箱进行限购。值得注意的是 ，纸箱涨价
也推动了节约资源和包装物循环利用的行动，不少
电商平台已通过探索减量化包装、加大纸箱回收力
度、共享快递盒等方式，控制纸箱的使用，促进快递
“绿色化”。

因为在包装上习惯“大手大脚”，纸箱的涨价和
紧缺对电商而言，着实有点不太适应 。值得点赞的
是，一些电商已将关注焦点转移到推动包装物循环
利用上来。据报道，这个“双十一”，苏宁物流将推出
更加轻便、容易携带的共享快递盒，买家取出商品
后快递方将对快递盒回收；京东物流一直在探索尝
试减量化包装、循环包装以及部分可替代纸箱的包
装等，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

一直以来，快递纸箱的回收利用 ，很大程度上
是卡在了成本问题上。很多人认为，货发出去了，怎
么可能还回收包装？回收发到外地的纸箱 ，运费肯
定高于纸箱价格。即使卖到同城，也没有人力上门
回收。请快递员帮忙带回来，同样产生费用。而且 ，
不少消费者也嫌费事。如今，电商平台所做的新尝
试，或能有效解决这些难题，其效果值得期待。

从长远来看，绿色、环保、智能是各领域发展的
大势所趋，电商和快递行业也当如此 。电商纸箱循
环利用应成常态，相关部门要做好引导 ，也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

有心安便有民安与国安

首提“保护人格权”的积极意义

党政干部“要学柳青”的治理深意

“2020年全面建立新高考制度”意味着什么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