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
设 中 ，环 境 美 关 联 着 你 我
他。守规则的人多了，乱扔
垃圾的人少了，爱护环境的
人多了……这些“看得见、摸
得着、感受得到”的细节无不
彰显出遵义因深化全国文明
城市建设而变得更加文明、
和谐和“善美”。

让文明生根，向幸福出
发。诚然，深化文明城市建
设涉及方方面面，既包括廉
洁高效的政务环境、诚信守

法的市场环境，也涵盖健康
向上的人文环境、舒适便利
的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环境等等。这不仅需要
对城市环境加以改善，更需
要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在
不断提升城市内涵的同时，
做到治理效能和文明水平
同步提升，努力彰显城市的
形象之美、治理之美、秩序
之美，不断扮靓“面子”、做
实“里子”，全力打造出幸福
之城。

近年来，遵义把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作为塑造城市形
象、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载
体，对文明创建常抓不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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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越来越美，
这些无一不在提升着城市的
文明程度、文化品位和老百
姓的生活品质。补短板，完
善公共基础设施，啃硬茬，整
治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
市场等地的脏乱差……在这

条“追美”路上，激活着向善
向上向美的因子。

文明城市离不开文明市
民。要提升文明的内涵，需
在城市管理上下“绣花”功
夫，大力提升市民素质，形成
文明习惯。要持续开展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面
提升市民文化素质，形成人
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支持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的浓
厚氛围，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久久为功。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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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官网公布了《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第4561号提案答复的函》，对《关于积极推进“有效监管下的校

服市场化”的提案》进行了答复。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中

小学生校服管理：规范校服选用采购工作，着力解决校服选用采购过

程中出现的变相强制购买、价格偏高、款式品类过多、采购程序不规

范等问题。（11月9日《澎湃新闻》）

◇余志勇

◇鱼 予

◇冉 鹏

有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
校服市场的规模接近千亿元大
关。可见校服是一个大市场，不
少商家都想从这块大蛋糕上切割
一块，“分一杯羹”。

不仅如此，质量引起的问题
校服事件也频发。中小学生正处
于身体生长发育阶段，身体自我
调节能力与抵抗外来有害物质侵
害的能力较差，如果校服质量存
在问题，将严重影响孩子的生长
发育。所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
管理就具有重要性与紧迫性。

此次教育部答复相关提案
时称，将着力解决中小学生校服
变相强买、价高等问题，这样的
回复给广大中小学生家长吃了

“定心丸”。实际上，近年来教育

部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
一直高度重视校服质量和校服
管理，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并取得
了明显成效。

同时，还要看到中小学生校
服变相强买、价高等问题屡见不
鲜，与学生及家长在学校面前往
往处于弱势地位有很大关系。所
以，要遏制校服乱象，除了相关部
门要加强对学校与市场的监管
外，还要真正坚持学生自愿原则，
让学生及家长参与监督，确保校
服从采购到穿到学生身上都公开
透明。

进而言之，既要加强对学校
的监管，还要赋予学生和家长
的参与权，从而有利于保护学
生权益。

近年来，教育部和市场监
管总局等部门高度重视校服
质量和校服管理，对规范校服
市场、校服质量标准、校服质
量检查、学校选用管理、校服
采购管理及监督惩处机制等
方 面 都 作 了 具 体 规 定 。 如
2015 年 6 月，教育部等四部门
就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
见》，明确了校服购买必须遵
循“自愿、够用”的原则，以减
少家长重复支出。

当 然 ，为 了 培 养 团 队 意
识，提升校园形象，学校统一
采购、学生统一着装本无可厚
非。但当“高价校服”、频繁购
买、强制购买等加重家长负担
时 ，其 背 后 暗 藏 敛 财 的“ 猫
腻”，就偏离了应有之意。在

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部回应和
重申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
解决强制购买、价格偏高、变
动频繁等问题，是规避校服购
买“误入歧途”的必要之举。

学校希望学生购买校服也
不为过，但购买校服必须遵循

“自愿、够用”的原则。学校在
确保校服质量安全可靠的基础
上，采购校服时要及时召集家
长，协商购买校服的有关事宜，
任何变相强制购买的行为，都
是与校服的本意和相关部门的
明文规定背道而驰。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
此，购买校服不能强制购买。
只有真正让校服购买回归“自
愿、够用”之本意，才能避免
校服购买成为家校矛盾的“催
化剂”。

让校服购买回归“自愿”之本意
朱 波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是顺
应信息时代发展需要、提升社
会文明程度的必然要求。近
年来，遵义在深化文明城市建
设工作中持续发力，开展“净
网”“护苗”行动，为推进网络
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生产生活
环境提供了坚实保障。维护
全国文明城市荣誉、巩固创建
成果，以网络文明建设提升深
化文明城市建设工作质量，全
市上下应持续发力、久久为
功，涵养人民至上的情怀，从
强化思想引领、培育网络文
化、强化网络生态整治等入

手，画好网络文明建设“同心
圆”，同心共筑健康、清朗、文
明的网络环境。

坚持人民至上，强化思想
引领。以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推进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工作，
就应始终把思想引领放在首
位，教育引导广大网民牢固树
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凝聚起同心建设网络文明
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坚持价值引导，强化文化
培育。近年来，遵义市不断加
大网络文化建设力度，创作出
许多有质量的文字、视频和文

创产品，为传承红色基因、讲好
遵义故事夯实了文化基础。在
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工作中，要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创作出更多内容健康、积
极向上的网络作品，用优秀的
文化作品引领网络空间，不断
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在固
本培元、凝心铸魂中守护好网
络“精神家园”。

坚持联动发力，强化生态
整治。近年来，通过持续不断
开展“护苗”“净网”行动，网络
生态持续向好。要保持对网
络乱象的“零容忍”，深入持久

抓好对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
行为的整治，为群众营造良好
网络环境。强化网络舆论引
导，加强正能量作品、正能量
人物的传播，引导广大网民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

网络时代，人人都是参与
者、建设者、见证者，都需要成
为网络文明建设的出力者、贡
献者。只要每个人都积极投
身网络文明建设实践中，积极
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就
一定能够绘就网络文明建设
的最大“同心圆”，推动社会文
明进步、健康发展。

绘就网络文明绘就网络文明 建设最大建设最大““同心圆同心圆””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13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购物前，82.6%的受访
者会搜索相关“种草”推荐。78.2%的受访者有被网络“种
草”坑过的经历，61.7%的受访者觉得护肤品、化妆品是网
络“种草”容易踩雷的一类产品。（11月4日《中国青年报》）

可见，网络“种草”坑人，亟须监管“除草”。市
场 监管等相关管理部门，对网购行为要实施专项
管理，全程监控，发现异常网络“种草”情况，及时介
入。此外，对于进行“好物分享”的职业“草民”，一旦
发现其存在虚假广告“代言”行为，必须承担连带责
任，受到相应处罚。 （汪昌莲）

网络“种草”坑人

亟须监管“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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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讲“普通话”，又讲“遵义
话”；既讲“心里话”，又讲“身边
事”……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遵义市立足红色资源优势，
不断创新宣讲形式，组织基层
宣讲团、百姓宣讲团开展“红色
遵义”示范宣讲，通过高标准高
质量的宣讲，进一步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红色血脉。（11月3
日《天眼新闻》）

用好红色资源，让红色文
化焕发更强的感召力。遵义
各地开展“六个一”宣讲，即

“诵一首红色诗词、读一封红
色家书、讲一个红色故事、赏

一幅红色书画、忆一张遵义老
照片、唱一首红色歌曲”，旨在
通过多样的宣讲形式，高频的
宣讲次数，拓宽宣讲半径，提
升宣讲影响力，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入脑入心、见行见效，不
断增强红色文化表现力、传播
力、影响力。

用好红色资源，释放红色文
化吸引力。如何让红色资源在
新时代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以

“红色”为支点和引擎，依托红色
资源，深度挖掘红色文化主题。
在桐梓县，由“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全国最美抗疫家庭”等

组成的“榜样宣讲队”，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宣
讲；务川自治县以“百名书记上
讲堂”等为载体，大力传颂上甘
岭战场上“冷枪英雄邹习祥”的
英雄事迹；红花岗区利用“云”平
台，通过线上直播、微博互动等
进行宣讲，不断挖掘红色文化的
历史价值、时代元素、地域特色
和精神气质。

用好红色资源，提升红色
文化凝聚力。遵义市还紧紧围
绕“红色历史人人学、红色书籍
人人读、红色故事人人讲、红色
歌曲人人唱、红色足迹人人行、

红色精神人人传”，将丰富的红
色资源转化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活教材”，激励全市人民从历
史的主线、人物的品格、榜样的
力量中收获教益。

让红色传承激荡在黔北大
地。红色资源引领发展，把弘
扬红色文化与促进发展结合起
来，为遵义发展注入不竭动
力。只要调动好一切积极因
素，利用一切红色资源，处理好
红色教育与经济效益、资源保
护与开发利用，红色沃土在殷
勤浇灌中定能绽放出无穷魅
力，幸福黔北定会更幸福。

让红色文化焕发更强的感召力让红色文化焕发更强的感召力

遏制校服乱象要为学生“赋权”
戴先任

这个时节，应该是城市各色树叶
最美的季节。笔者所居住的地方，路
两边的树，每到秋冬交替时节，都会出
现黄、红、绿等缤纷色彩，真的太美了。

对于城市树叶颜色展现出的多
彩之美，我们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
眼睛，不错失一年中最美的景观。树
叶之美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在小
区、在街道、在公园、在城市各个地
点，我们都能邂逅树叶之美，抑或站
在阳台上，就能将树叶之美尽收眼
底。走出家门，拿起手机，按下快门，
把树叶缤纷色彩交织成的美，收藏在
相册里，不仅是一种美的享受，更会
留下难忘的回忆。那些保存在相册
里的树叶美图，可以晒一晒朋友圈，
可以做各种插图，也可以打印成册，

把这美丽融入生活日常，为生活添彩
增色。

树叶之美，美在多彩。我们要精
心呵护，让树叶之美呈现更多层次、更
多色彩，不仅在秋冬交替之际，一年四
季均能让城市展现色彩斑斓的树叶美
景。这需要园林部门多用心，提前谋
划，做好“调色增彩”计划，在城市绿化
树种的选择上，根据城市不同地点不
同地带，科学、合理布局绿化树种，让
城市绿化错落有致、层次分明，四季都
能展现出多彩多姿的树叶美景。

面对城市树叶美景，我们要爱护
大自然赋予的美丽景观，自觉做爱美
护美的文明人，让树叶美景与文明赏
叶美美与共，共同绘就一幅人与城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发现美发现美 打造美打造美 呵护美呵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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