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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
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的需要呈
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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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
渝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把民生疾苦放在心头，把
改革发展责任扛在肩上。

民之所望，改革所向。户籍制度改革、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环保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出台，
与民便利、为民让利，改革红利不断转化为民
生利好。

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改革给人民群
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开创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
善良性互动的新境界：脱贫攻坚补齐民生短板，
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成效最明显的国家；新增
就业连续五年超1000万；企业职工养老金连续
12年增加，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实现城乡统
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扎实推进；教育、医疗
惠民政策力度不断加大。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

庄严承诺。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就是
不断破解民生难题的过程。在群众需求全面升
级的时代，民生的痛点就是改革的着力点、发展
的落脚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当前，各部门加速发力民生改革，力求从根本
上破解民生难题、满足百姓多层次需求。重腕治
霾、打好蓝天保卫战；确保“舌尖上的安全”；健全
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促进教育公平……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把为
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是我们党不竭的力量源
泉，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指针。在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下真功、求实效，让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就能汇聚起
实干兴邦、共襄伟业的磅礴之力。

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齐中熙

“全国文明城市”是目前国内城市综合性评比中的最高荣
誉，是城市竞争中最具价值的金字招牌，也是现代城市的重要
内涵和标志。如果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比喻为一座城市的

“团体成绩”，那么每个市民的文明之举就是一个个宝贵的个体
成绩，只有人人都来争做文明城市的“得分手”，我们的城市才
能获得让人满意的“团体总分”。因此，在政府加强管理和引导
的同时，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每位市民都有责任和义务践行
基本道德规范，自觉遵守城市的各项管理制度和规则，自觉加
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觉履行文明行为规范。通
过自己的文明行为，为我们的城市增色添彩。

“从我做起”其实并不难。多一个礼让的举动，对他人来
说，就是多一份关爱；多一点耐心的等待，对他人来说，就是多
一份体谅；多走几步将垃圾放进垃圾箱，对城市来说，就是多一
份整洁……只要我们每人迈出一小步，社会就会向前迈出一大
步。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从细微
之处做起，做城市的好公民、做单位的好职工、做家庭的好成
员，真正让创“国文”变成一项市民广泛参与其中、不断升华自
我的文明实践活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不单纯是为了摘下一座沉甸甸的桂
冠，它更是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直接推动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是一个全方位提高城市服务功能的
过程，是一个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的过程，也是一个塑造城市精
神文明的过程。

网友留言

我们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要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与其
中。罚是一方面，更要让文明内化为市民的自觉行动，才能真
正收效。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大家一看都是碧水蓝天，市民之间都和谐相处，有什么问题大
家都通过协商解决，有这样的主动精神，有了相应的制度环境，
城市文明才能真正提升。 ——网友“米兰夜影”

啥时候也别忘了，普通的市民永远是文明创建的主体啊，
政府部门的“吆喝发动”，应逐步成为市民自主自觉的主动，整
个城市文明的提升也能像拔地而起的高楼一样，但这需要从

“动员”市民转化为市民的主动上来。
——网友“沉默是金子”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董 科

近日，笔者在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乘坐公交时发现：这
里的公交站牌都是电子版的，上面有各路公交车到站信息动态
显示，公交车还有多长时间到站，距离本站还有几站，清清楚
楚。这就是智能公交电子站牌。据了解，这种电子站牌可以实
时显示公交车的运行动态，乘客可以根据车辆行驶情况随时了
解所乘公交车的位置信息，做到心中有数，不慌不忙。

笔者认为，邵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致力打造更具品质的
城市名片，也可以考虑引进智能公交系统技术，在红旗路、西湖
路、宝庆路等城区主干道设置智能公交电子站牌，助推邵阳公
交改造升级，提高公交服务水平，让城市公交服务更温馨更贴
心，为文明城市建设加把劲。

智能公交是智慧城市的一部分。智慧城市的实质是利用
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
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目前我国大部分一线城市普及了智能公交系统，有力保障
了公交服务安全。邵阳要建设“二中心一枢纽”，冲刺全国文明
城市，应改善公交服务设施，提升公交服务形象，提高公交服务
水平。笔者期待基于 GPS/北斗定位技术、3G/4G 通信技术、
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智能公交服务早日落户邵阳，让城市
更有温度，让市民生活更加便捷。

智能公交让城市更有温度
刘运喜

把纯商业化的房地产项目包装成PPP，
项目风险由政府兜底，“重建设、轻运营”倾
向仍然严重……财政部日前召开的进一步
推进PPP规范发展工作座谈会，对PPP项目
中存在的变相融资问题再度发出警示。当
前，需要集中力量整治各类“伪 PPP”，让
PPP模式更加健康发展。

PPP 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
式，核心是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
制和资源，促进公共服务提质增效，而不是
单纯地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问题。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却
以发展经济为借口，以PPP为名违规举债融
资，采取政府回购、承诺固定投资回报等方
式搞“明股实债”。“伪PPP”的出现，突显出
地方政府观念转变不到位，尤其是对传统融
资路径过度依赖。

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入库PPP 项目
13554个，累计投资16.3万亿元。这样的成绩
来之不易，须倍加珍惜。下一步，只有加强规
范，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才能为PPP发展注
入持久动力。

规范PPP发展，首先要守住风险底线。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变相举债，导致债务规模增长较快，有的
地方债务率超过了警戒线，形成了风险点。
对此，各地要把认识统一到全国金融工作会
议关于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的要求上来，
给PPP的发展架高防火墙。

规范PPP发展，还要明确制度界线。对
于不属于公共服务的纯商业化项目以及仅
涉及建设、无运营内容的纯工程项目，不能
继续任由其打着PPP的旗号暗渡陈仓。

中央始终将PPP定位为一项长期性、系
统性的改革。加强监管规范发展，修正以往
一些错误认识和违规行为，无疑有利于PPP
事业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防止变相融资

规范PPP健康发展
韩 洁

“亲爱的邻居，我们401室即将开始装修，
历时约2个半月，在这期间可能会给您带来一
些干扰，如果震动和噪声比较大，请您和您的
家人体谅，如各位邻居有意见可以和我们联
系……”在某小区的公告栏上，出现了这样一
封特别的《告邻居书》，引起了业主们的注意。
令张贴者没想到的是，由于她的提前告知，加
上说到做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

邻里纠纷大多源于鸡毛蒜皮的小事，
如：楼上晒衣服滴水、擦玻璃滴水；厕所漏水
等。虽然是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但却
往往让邻里轻则心生怨恨，重则动粗口，出
老拳，甚至酿成大祸，邻里打官司的现象也
不少见。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既然大家
住在一起，也算是个缘份，谁家没有个山高
水低呢，有事时彼此照应，可谓其乐融融。
如果为小事伤了和气，抬头不见低头见，大
家都没有意思。搞好邻里关系，最关键的一
条就是要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就拿装修来
说，装修户要把装修对邻居的影响降到最
低，而邻居们也要容忍装修的影响。这样，
大家都做到通情达理，心平了，气也就顺
了。又何愁搞不好邻里关系呢。

赞《装修告示》
吴汉玲

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戏曲传承发展，中宣
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日前出台《关
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
2017 年，在试点基础上，有条件的省区
市大中小学以及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争取
实现所有学生免费欣赏1场优秀戏曲演
出。2018 年，戏曲进校园活动蓬勃开
展，戏曲教育丰富多样，争取实现全国所
有大中小学每个学生每年免费欣赏1场
优秀戏曲演出。2020年，戏曲进校园实
现常态化、机制化、普及化，基本实现全
覆盖。 （据8月8日《新华社》）

戏曲进校园，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必

要之举，是唤起公民对民族文化的重视
与保护的有效之策。三部门此次发布
的实施意见，不仅从时间、形式和内容
上对戏曲文化进校园进行了明确和详
细的安排，还从资金和经费上提出了一
定的建议，对促进戏曲进校园无疑能够
起到积极的推动意义，可是戏曲进校园
却不能只是从供给方考虑，还应该考虑
到需求方的情况，这就需要加强对观众
的培养。

戏曲是一门古老的艺术，戏曲表演
讲究的是唱、念、做、打基本技能，但是这
门艺术很多学生却并不感兴趣，对那些咿
咿呀呀的唱腔，辗转腾挪的身段一无所

知，甚至感到枯燥、无聊和反感。说到底，
还是对戏曲不懂得欣赏，缺乏戏曲素养。
正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现在的
学生生活已经被流行音乐所包围，被其他
娱乐方式所裹挟，在这样的情况下，戏曲
进校园的积极效果令人堪忧？因此，亟需
加强对学生的戏曲教育，提升学生欣赏戏
曲的能力，懂得戏曲的一些基本常识，这
样才能更好地吸收戏曲文化营养，领略戏
曲魅力。

再者，构建学生戏曲组织。组建校
园戏曲社团等，挖掘编排一些校园素材，
通过戏曲的形式来表达和演绎，提升学
生的戏曲表演能力。

戏曲进校园 把“国粹”传承下去
刘剑飞

近日，一则“月薪三万撑不起孩子
暑假”的新闻刷爆朋友圈。文中这位
高管妈妈月薪三万元却不敢买新衣
服，为什么？因为孩子一个暑假光报
班、游学就花了3万多元，于是感慨：

“痛苦是你花了，心疼得不踏实；不花
吧，对不起孩子更不踏实！”

这则新闻读完，笔者只有一个感
觉，就是矫情：有钱人花了钱后碎碎念
被普通群众拿来当成教育问题了！事
实上，暑假给孩子报班对于家长来说，
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挣多少钱报多
少班，都是量力而行。而这则新闻之
所以引发舆论如此大的反响，想必是
因为“月薪三万”这几个字吧，那些年
薪才几万元的人心里咯噔一下，“羡慕
嫉妒恨”的同时又自认为“原来我和有
钱人一样为给孩子花钱这事儿发愁”。

但换个角度讲，这位妈妈的“矫情”
也值得社会反思。且不说文中这位妈妈

花的钱用没用到刀刃上，但从孩子暑期
学习项目上看确实“高大上”而且“大而
全”。尽管我们义务教育一再改革、倡导
减负，但随着高考改革政策推出，对孩子
分数提出要求的同时，又强调“综合素
质”。什么样的孩子叫综合素质高？在
很多家长眼里，可能就是要多才多艺，那
就得报兴趣班，所以也就滋生出这些“月
薪三万撑不起孩子暑假”的怪相。

事实上，几天前笔者来到一家青少
年课外教育辅导机构，一位负责人表
示，今年他们新推出的心理素拓课、职
业体验课等都成了暑假“爆款”。原来，
高考改革要求学生高中阶段就确定大
学志愿，很多商家敏锐地嗅到其中的商
机，投家长所好，结果果不其然。

所以，这位高管妈妈“矫情”的不
是“花钱多”，而是“怎么帮孩子规划暑
假都不踏实”，这反映出来的家长焦虑
才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

从“矫情”看家长“新”焦虑
江 珊

儿子所在球队参加湖南
某幼儿足球活动，连续两届
竞技成绩排名第一，却因“点
赞”数落后无缘冠军奖杯，长
沙某幼儿园多名学生家长怒
斥不公。相关视频经网络
广泛传播，“点赞定冠军”
成为国内足球圈热词。

赛事创办单位湖南虎
童足球俱乐部日前回应称，

“点赞”排名机制针对幼儿
足球特点设计，综合了竞
技成绩、进球数、家长支持
度等因素，有利于推广幼
儿足球。面对外界的质疑，
该俱乐部表示，在今后的活
动中会考虑设置竞技排名
奖项。 曹一 作

点赞定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