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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华

12月13日，是第5个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历史不容忘却，时间不该遗忘。
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对我同胞实
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致30万生灵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
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如果以秒
来计算，平均每隔12秒钟就有一个
生命消失。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惨案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三
大惨案 ”之一 ，是骇人听闻的反人

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
一页，亦是中华民族永远消不掉的
伤痕。

举行国家公祭，祭奠死难同胞，
是遭遇过像南京大屠杀灾难的民
族庄严设置的国家议程。纪念是为
了更好地出发，每年举行国家公祭
仪式是为“溯及过往”，更是为了警
醒今人 ：勿忘历史 。在南京大屠杀
惨案发生81周年这个举国悲痛的
日子，让我们深切哀悼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
华战争期间惨遭杀戮的死难同胞。

昭昭前事， 惕惕后人。“沉痛的
历史不会因时间流逝而磨灭”“81年
前的那场灾难，是落后就要挨打的
最好教材”。 今天的中国， 已经成
为一个具有保卫人民和平生活坚
强能力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
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复返。然而，放眼东瀛，否认野蛮侵
略罪行 、参拜二战战犯 、解禁集体
自卫权、架空和平宪法……现实警
示我们，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
危险依然存在 。痛定思痛 ，警钟当
长鸣。

只有铭记历史，才能珍惜当下，
才更有力量担当未来。在今天这样
一个物质更加丰裕、生活更加幸福
的时代， 对于过往苦难历程的回顾
显得尤为重要。在第5个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让我
们牢记“落后就要遭受欺凌，自强才
有尊严地位”的历史启示，自觉将这
段屈辱历史化为全民族的深刻记
忆，化为捍卫和平的强大意志，化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巨
大力量，以告慰遇难同胞。

宋明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近日发布
消息称， 四川省一位原村主任在精准
扶贫工作中弄虚作假优亲厚友， 受到
通报批评。

脱贫攻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和头号民生工程， 事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的实现， 事关党的执政基础
稳固和国家长治久安。近年来，扶贫领
域的腐败问题时有发生，涉及到“优亲
厚友”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让“扶贫”
变味成了“扶亲”。

扶贫领域 “优亲厚友 ”的问题为
何屡禁不止 ？一方面 ，与中国是一个
人 情 社 会 有 很 大 的 关 系 。 “人 非 草
木 ，孰能无情 ”，对于亲友的请求 ，有
的干部往往拉不下面子 ， 自觉不自
觉地为亲朋好友谋利益 、卖人情 。另
一个方面 ， 也说明部分干部权力观
错位 。 他们把公权看作谋取私利的
工具 ，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 “扶亲 ”。
我们知道 ， 扶贫工作关系到千百万
贫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 扶贫资
金甚至是 “保命钱 ”。因此 ，对于扶贫
领域 “优亲厚友 ”的违纪行为 ，绝不

能容忍 。
惩治扶贫领域 “优亲厚友” 的问

题，不是“小题大做”，必须猛药去疴 。
首先， 应当强化对扶贫干部的廉洁教
育，对错误的权力观予以纠正，让干部
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必
须为人民服务。其次，应当对扶贫领域
各项工作进行全方位监督， 充分发挥
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让“优亲
厚友”无处遁形。同时，应当加大扶贫
信息的公开力度， 让扶贫工作在阳光
下运行，避免暗箱操作，从源头上杜绝
“优亲厚友”的发生。当然，更要加大监
督执纪问责的力度， 对优亲厚友等侵
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绝不给“优亲厚友”留“暗门”开“天
窗”。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 而不是谁都可以捋一把的
“羊毛”。 作为最接近贫困群众的扶贫
干部应当牢记权力姓“公”不姓 “私 ”，
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凭着一颗公心把
脱贫攻坚工作做实做细， 确保每一分
“造血钱”“救命钱”都真正用到贫困乡
村、贫困群众身上，让群众获得实实在
在的幸福感。

刘予涵

近日，从安庆师范大学传出消
息，从2019年起，该校应届毕业生如
果体测不合格，就不予颁发毕业证
书。“体测与毕业证挂钩”， 看来要
动真格了。

其实，体测挂钩毕业证，已不是
什么“新政”。早在2014年教育部印
发的 《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
准 》中就规定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成绩达不到50分者按结业处理，这
意味着，体测不达标的大学生将无

法获得毕业证书 。遗憾的是 ，对于
这一规定，目前多数高校没有严格
执行 ，大都 “睁只眼闭只眼 ”，使规
定成了一纸空文。

十八九岁的大学生，理应展现
出生气勃勃、 青春健康的面貌，但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近年来 ，大学
生身体素质急剧下降，尤其是耐力
素质和柔韧素质下降幅度最为明
显。长跑累倒一堆，军训晕倒一片，
大学生体质如此 “羸弱”， 何谈栋
梁 ？ 谁都懂得 “健康是革命的本
钱”， 可道理遇到现实， 往往成了

“水中月”“镜中花”，令人唏嘘。
大学生们体质下降， 原因虽然

很多，但校方难辞其咎。目前，多数
高校只在一二年级设有体育课。除
此之外，对学生的日常体育锻炼无
人问津。而现在很多大学生也疏于
体育锻炼，没课的时候都宅在宿舍
打游戏、玩手机。长此以往，也许在
不久的将来，我们看到的是一批又
一批手捧高学历的“身体废人”，如
此 ， 何谈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
兴？

回过头来看， 学生体测50分达

标到底难不难？ 按照现在的标准，
体能测试总分为120分，而且在操作
中， 即便有学生体测成绩达不到50
分 ，老师也会给补考的机会 。由此
可见 ，只要保持日常锻炼 ，通过体
测是轻而易举的事。

体育作为教育方式的一种，在
塑造人的性格 、品格 ，开发人的智
力，强健人的体魄方面都发挥着独
特的作用， 甚至说是基石作用。无
论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说，还是从
提升大学生体质的现实需要来讲，
对 “体测与毕业证挂钩 ”该动真格
了。这样做，并非故意为难学生，而
是关心学生体质，同时也是对当前
教育导向的一种纠偏和回归。

黄齐超

近日， 马鞍山市和县公安局女民
警严承燕给14周岁的儿子庆生， 拍下
的一张生日蛋糕照片在网上走红 。走
红原因，就在于与传统“生日快乐 ”的
寄语不一样，这个蛋糕上写着“14岁要
负刑事责任了”。

按《刑法 》规定 ：已满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
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等八类罪行，应
当负刑事责任。 严承燕在生日蛋糕上
写下如此的生日寄语， 其用意不言而
喻。她是在警示孩子 ：14周岁了 ，已经
到了要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因此，你要
懂得遵守法律。

青少年犯罪， 是一个非常沉重且
无法回避的社会话题。 我国追究刑事
责任的年龄起点为14岁， 这虽是法律
常识，但未必所有孩子都知道。多少孩
子因为平时缺少法制教育，小时偷针，

长大偷金。所以说，承担刑事责任年龄
的认识误区， 是导致青少年犯罪增多
的一个诱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遏止青少年
犯罪，教育孩子遵守法规，传授他们基
本的法律知识，这理当是父母的责任。
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一张最纯
洁的白纸，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就是在
这张纸上作画。常言道，有什么样的父
母，有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就会有什么
样的孩子。 严承燕女士给儿子的生日
蛋糕之所以能在网上走红， 就是因为
她让生日蛋糕承担了法制教育。

孩子从小就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
成人后不违法不犯罪， 父母的人生才
幸福。作为父母，我们应抓住所有的教
育契机，引导孩子遵纪守法，在他们幼
小的心灵里埋下遵守法律的种子 ，长
大之后才能开出遵纪守法的果实 。用
一块生日蛋糕， 给孩子敲响法律的警
钟，着实值得点赞。

莫让扶贫成“扶亲”

给“法制教育”生日蛋糕点赞

铭记历史 珍惜当下 担当未来

“体测与毕业证挂钩”该动真格了

� � �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贵州省毕节市一村主
任杜正国为迎接脱贫攻坚工作国家检查验收， 从选址修
建，到困难群众搬进新房，只用了8天。

房子是用来住的，事关一家人的生命安全，岂能速成？
如此漠视他人生命的“速成房”，是乱作为的“羞耻房”，是
不顾群众安危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

脱贫攻坚、推动工作落实没有捷径可走，关键靠真抓
实干、稳扎稳打。集中力量解决扶贫领域的官僚主义、形式
主义等突出问题，既需要不断夯实制度、强化问责，也需要
上级主管部门加强基层调研和实地察看，让那些为应付检
查的弄虚作假者现原形。

文/吴旭 图/朱慧卿

新闻漫画

“速成房”是扶贫乱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