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花岗区老城街道积极推
动文明实践，探索设立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推动日”，创立“‘讲’
政策时事、‘评’身边好事、‘帮’
群众难事、‘乐’文艺美事、‘庆’
节日喜事”的“一日五事”工作
法。（8月20日《遵义日报》）

红花岗区老城街道不断创
新载体，充分发挥志愿服务队
伍在推动文明实践中的积极作
用。通过运用好“党员政治生
活街”“红色驿站”“罗其义先锋
工作室”等阵地，构筑起新时代

文明实践“一刻钟生活服务
圈”，实现“让群众看得见、听得
懂、有认同、愿参与、真点赞”的
目标。

“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
基因。遵义是历史文化名城，也
是红色革命圣地。遵义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遵义故事”的殷殷嘱托，立
足红色文化资源禀赋，大力弘扬
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努力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评”身边好人好事，树榜

样力量。《遵义日报》《遵义晚
报》将笔头和镜头聚集各行各
业的奋斗者，讲述他们的精彩
故事，这些奋斗者来自各行各
业，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身边人，
有“好医生”“好警察”“好教师”

“好工人”“好父亲”“好妻子”
“好女儿”……他们用兢兢业业
的日常行动，共同谱写着奋斗
不息的良好风尚。

“帮”群众难事，树文明新
风。任何一个个体都生活在一
定社会关系中，在助人为乐者

的精神世界中，他人的困难就
是我们的困难，他人的快乐也
是我们的快乐。助人为乐者往
往在与大爱同行，“快乐着你的
快乐，幸福着你的幸福”。志愿
服务体现着公民的社会责任意
识，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
要标志。志愿者们用自己微薄
的力量，默默地奉献社会。浓
浓的一片爱心，汇聚成一股推
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志
愿服务让文明之“花”绚丽绽
放，让“醉美遵义”更美。

志愿服务激发向善力量志愿服务激发向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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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考察时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

靠物质，也要靠精神。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

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

程上再建功立业。 （据新华社承德8月25日电）

刘大锤刘大锤 绘绘

◇左崇年

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塞
罕坝不仅见证着从一棵树到一片
林的演变，更见证着一种信念和
精神的崛起。我们要用塞罕坝精
神凝聚起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
丽中国的强大力量。

塞罕坝精神源自荒山秃岭变
生态宝地壮举。从“一棵松”到“百
万亩”，从荒山秃岭到生态宝地，几
代塞罕坝人伏冰卧雪、艰苦奋斗，
为营造浩瀚林海竭心尽力，在高寒
沙地上书写了改天换地的绿色传
奇，铸就了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
塞罕坝精神。

塞罕坝精神是推进绿色发展
的不懈追求。从“渴饮河沟水、饥
食黑莜面”的“老坝上”，到不忘初
心、默默奉献的“林三代”，塞罕坝
人从不向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
生活环境低头，坚持“先治坡、后治
窝，先生产、后生活”的生态建设理
念，靠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永不言
败的韧性，攻坚克难，使绿色延展、
黄沙止步，成为中国荒漠化防治的

成功范例。塞罕坝林场建设实践，
深刻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的真理力量。

塞罕坝精神引领推动新时代
美丽中国建设。今天的塞罕坝，已
经成为华北大地上的“金山银
山”。塞罕坝的示范意义，不仅在
于将荒山秃岭修复成“华北绿肺”，
更在于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
引领的发展道路。弘扬塞罕坝精
神，就要牢记使命、敢于担当，牢
牢把握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
的向往，用行动诠释绿色发展理
念，以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的实绩
造福于民。

建设美丽中国，呼唤更多的塞
罕坝，呼唤千千万万像塞罕坝建设
者那样的践行者、推动者。让我们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齐心协力把
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
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的美好家园。

为新时代汇聚绿色能量
向 秋

如今的塞罕坝，被誉为河的
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
海洋，是一片富庶的人间仙境。
但在几十年前，这里却是荒寒遐
僻、黄沙漫漫。1962年，全国19
个省(市)的127名大、中专毕业
生和242名工人，来到这片陌生
的荒漠，克服超乎想象的困难，摸
索出培育“大胡子、矮胖子”优质
壮苗的技术要领，种活了树，造成
了林。几十年的奋斗，老中青三
代造出了超百万亩的世界最大人
工林，创造了荒漠变林海的绿色
奇迹。良好的生态环境，带活了
周边乡村游、农家乐、土特产品加
工等产业。

绿色发展才能创造永久性财
富。塞罕坝人矢志不渝地拼搏，源
于对绿色理念的感悟和坚守。他

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怀，展现出
难能可贵的奋斗韧性。塞罕坝几
代人接续奋斗，用实际行动铸就了
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
塞罕坝精神，将荒山秃岭修复成

“华北绿肺”，用实践证明了生态优
先、绿色引领的科学性。

树木植于土，理念植于心。
此次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塞罕坝，
既是对塞罕坝人数十年如一日
艰苦奋斗的肯定和鼓舞，更是对
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决心的
再次宣示。让绿色浸染中华大
地，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一代接着一代干，努力形成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建设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
中国，造福后代子孙，是当代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

谱写美丽中国的“绿色传奇”
张全林

8 月 10 日，全市深化全国
文明城市建设常态长效工作推
进会召开，动员全市上下进一
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铆足干
劲、接续奋斗，持续巩固提升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确保以
优异成绩通过中央和省复评验
收，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
作常态长效，为全市高质量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8 月 11 日
《遵义日报》）

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成果，深化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工作常态长效，既是对城市
的又一次全面“体检”，也是让城

市的文明因子又一次的全面升
级。遵义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
设，旨在让文明的脚步越走越
稳、越走越快，践行好文明赋予
城市的“使命”，种好“文明树”，
迎得春风吹。

准确把握新时代精神文明
建设和文明城市建设的新形
势、新要求，妥善处理好文明和
发展的关系，用文明为生活增
色，涵养城市文化气质。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
市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让群众过得更幸
福。而遵义深化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也将推进城乡治理体系
逐渐完善、治理能力日益增强、
公共服务更加便捷、生活环境
愈发美丽。

夺牌难，守牌更难，守牌比
夺牌任务更艰巨。这就需要再
盘点问题、梳理问题、整改问题，
以责任感、紧迫感，突出提质增
效，推动常态长效，以优异成绩
通过复评验收，努力把全国文明
城市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为加快形成核心增长极，全力唱
好“双城记”，建成辐射带动作用
更强的省域副中心，建设红色传
承引领地、绿色发展示范区、美

丽幸福新遵义注入强大精神动
力，不断提升城市的“颜值”与

“气质”。
人民城市人民建，建设城市

为人民。文明是一面镜子，是创
出来的，亦是管出来的。如今，
遵义的文明城市建设正加快与
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等工作衔接起
来，统筹开展，走向文明新高
地。新时代的文明画卷正在黔
北这片红土地上美丽呈现，黔北
从“面子”到“里子”皆变了样子，
让所有的人充分感受到了文明
建设带来的甘甜。

种好“文明树”迎得春风吹

8月2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
今年4月以来6起群众关注的食品安全案件查处情况。（8
月24日《北京青年报》）

理性来说，网红并不会成为安全品质的保证，网红餐
饮更不会例外，其食品安全并不取决于其名气有多大，近
期由于网友曝光，许多网红餐饮纷纷触“雷”即是现实注
脚。由此可见，对网红餐饮食品安全的监管不只是点与
地域的小课题，变成了线与面乃至行业的大课题。毫无
疑问，这对监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考验管理智慧。
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红餐饮模式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明确谁运营品牌、谁输出模式，谁就对品牌下网点的食品
安全承担管理责任以及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连带责任，
倒逼各个环节提高食品安全管理的自觉性。其次，需要
建立常态有效的监管机制，推动监管前置。同时，应建立
全国一体化的联动协调执法管理机制，打破地域限制，真
正提高监管的效率与效力。 （木须虫）

网红餐饮频触“雷”

更考验监管智慧

为充分挖掘地名文化资源，
讲好红色地名故事，近日，遵义
市民政局举办以“弘扬伟大长征
精神、传承红色地名文化”为主
题的长征地名摄影作品征集活
动，面向社会征集优秀摄影作
品。该活动主要征集红军长征
在遵义活动期间产生或相关的
具有红色印迹、深厚红色文化内
涵和较高传承弘扬价值的地名，
包括村落、街巷、胡同、桥梁、建
筑物等人文地理实体，山峰、河

流、湖泊等自然地理实体。（8月
21日《遵义晚报》）

地名不仅是某一处的地理方
位，还承载着人们的记忆和历史
文化，特别是记住、弘扬和保护那
些有着红色故事的地名，是我们
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家国情怀。遵
义是红色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一
个地方，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战
斗遗址、红军烈士陵园等地，都留
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见证了当
年红军的金戈铁马、浴血奋战。

其实，每一个红色地名背后
都有一则激情燃烧的红色故事，
都有一份积淀深厚的历史底蕴，
都有一段影响深远的文化传承。
所以，以征集长征地名摄影作品
为契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
承红色地名文化”，对于营造红色
地名文化保护的社会氛围，挖掘
弘扬红色地名文化，延续红色文
脉，扩大红色文化的感染力和影
响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等等，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红色资源的

价值，不仅在于它曾经的光辉历
史，更在于它在当下仍然能带给
我们思考和精神滋养。征集长征
地名摄影作品，就是传播红色地
名文化、讲好红色地名故事、留住
红色地名记忆的最好途径之一。
利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
因，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注入了强大动力。

征集长征地名摄影作品，拨
动心弦，唤起记忆，挖掘、保护、
弘扬红色地名正当其时。

弘扬红色地名正当其时

一张奥特曼的照片，再加上一串
战力数值就能做成的卡片，在大人看
来平平无奇，但在孩子眼中却如同珍
宝。通过集卡、换卡、“互相吹牛”形
成的“卡片社交”，也经常出现在小朋
友的圈子中。为了追求更稀有的卡
片，孩子买起卡包来毫不吝啬，而“拆
包即得”的赌博式快感更是让孩子欲
罢不能。(8月23日《北京晚报》)

这些奥特曼卡片有点类似现在
正火的盲盒消费，买了一包卡，能开
出怎样的卡片要靠运气，而因为卡片
不单卖，孩子们必须整包整包购买，
这也意味着很有可能会开出很多重
复的卡片。而想要获得“超高级卡”，
就要购买更贵的“卡片礼盒”。

为了追求更稀有的卡片，获得其
他同龄孩子的认可，不少孩子热衷于
这类卡片消费，这并非一种正常现
象，还暴露了这种卡片消费模式存在
的问题。比如这种“看运气抽角色”
的销售模式，没有公布稀有角色的获
得概率，容易诱导未成年人“赌博式”

消费。类似销售模式也出现在不少
网络游戏中，一些未成年人为了抽到
稀有角色不惜投入大笔金钱。为了
遏制这种现象，监管部门在2016年
印发并实施了一项规定，要求游戏运
营企业必须公布稀有角色的获得概
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玩家的

“赌博式”消费。但这种强制公布概
率的规定，目前并未见于实体卡片售
卖市场。对此，要避免孩子陷入“赌
博式”消费的“陷阱”，就有必要将这
种强制公布概率的规定，应用于实体
卡片售卖市场，避免孩子们“赌博式”
消费。

另外，家长也要尽好监护责任，
要加强对孩子的引导。如帮助孩子
养成理性消费的习惯，对孩子进行正
确、适当的引导，避免孩子沉溺其中，
被物质攀比所左右，要培养孩子健康
的兴趣爱好，才能促进孩子健康成
长。学校也不能置身事外，要与家长
一起引导孩子理性消费，塑造孩子健
康、积极向上的人格。

填平孩子卡片消费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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