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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读懂红色基因的深刻内
涵，我们才能把红色基因融入
血脉，切实承担好牢记初心使
命、传承红色基因的政治责任、
历史责任。

锐评

今日快评 众议

画中话

据中新网报道，国庆假期马上来临，全国一大波景区迎来门票降价潮。河
南、江西、湖南等多地景区宣布下调门票价格。这个“十一”长假，携家人饱览祖
国大好河山、感受70年建设成就，正当其时。8 图/吴之如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淬炼

出的精神品质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

他一切阶级政党的鲜明标识和政治优势。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对于确保我们党血脉永续、根基

永固、优势永存具有重要意义。红色基因究竟

“红”在哪儿，又蕴含着怎样的精神密码？只有

读懂红色基因的深刻内涵，我们才能把红色基

因融入血脉，切实承担好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

色基因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红色基因的生命之魂。

方志敏英勇就义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

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恽代英在

文中写道：“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

则可享到福中福。为了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

得付出代价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

们党之所以能够经过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

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

追求。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才有不屈不挠

的顽强斗志，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

会熄灭，从嘉兴红船到井冈山，从延安到西柏

坡，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留下了可歌可

泣的英雄赞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是共产党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一心为人民谋福祉是红色基因的生存之

根。共产党的干部住着简陋的窑洞，睡着土炕；

共产党人建起学校免费供贫苦孩子念书识字；

八路军战士时常帮老百姓耕地种庄稼……这是

1936 年，美国记者斯诺在陕北采访时看到的情

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

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

本宗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农民进

行土地革命，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受到人民

群众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推行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明显改

善；进入新时代，党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当作自身的奋斗目标。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红色基因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中薪火相传、永放光芒。

自我革命善于创新是红色基因的发展之

本。革命低潮时期，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确立了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延安

整风运动，纠正教条主义错误，让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新时期，坚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创

新，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头脑、团

结凝聚人民。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红色基因功能不断丰富、品质更加纯

正，在与时俱进中历久弥新。

中原大地，红色基因血脉赓续，焦裕禄精

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让鲜红的党旗更加

光彩，小学教师李芳用生命为学生上好最后一

堂课、人民法官李庆军在平凡岗位成就出彩人

生、基层干部赵化录“把职务当平台，越干越有

劲”……一批批优秀共产党员用感人至深的事

迹为红色基因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牢记初

心使命，深刻把握红色基因的精神实质与核心

要义，更加自觉地把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培

育的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我们的事业

必将无往而不胜。8

□丁新科

最近，一种放在盲盒里的玩偶开始流行起来，在受

到人们追捧的同时也备受争议。有些受到追捧的盲盒

价格甚至在短暂的时间内上涨了数十倍。与炒鞋不

同，盲盒由于其不可预测性，带有一定的神秘感和刺激

性，每次开盒的过程类似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更让

许多人欲罢不能，许多人甚至投入大量金钱、时间于

此。

喜欢鞋子或玩偶是一种特殊的爱好，而且更为小

众化。这样的爱好本无可厚非，为什么单单这两种东

西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价格屡次翻炒至数倍以上？

其中，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它们都代表着某种潮

流。新式的鞋子、漂亮的玩偶，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追求潮流，是人们消费的主要动机之一。而追求潮流

的人群中，又以年轻人为主。相关网站的购买数据表

明，56%以上盲盒的买家为 29 岁以下的年轻人。炒鞋、

炒盲盒，背后还有着商家的推波助澜，他们采用明星代

言、推出限量版、设计各种新奇玩法等，让玩家深陷其

中，种种因素促成了这种炒鞋、炒盲盒现象。

在参与的过程中，人的心理是最难以捉摸的。许

多人一开始是抱着好奇心参与，一旦拥有物品后会产

生一定的成就感，在与其他玩家交流中更满足了部分

的虚荣心。也有人追求的是一种刺激感，或是将爱好

当成缓解生活压力的一种方法。但金钱与时间投入越

多，许多不理智的心态就会出现，价格的失衡是集中表

现。事实的真相却很残酷。比如，据业内人士介绍，国

外一线品牌早已不再自办加工厂，所谓限量版运动鞋，

在沿海许多代工厂都具备大规模生产条件，科技含量、

成本都没有品牌商宣传得那么高。换言之，玩家自以

为稀缺的商品，本就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再加上假冒伪

劣、交易欺诈，玩家面临的风险很大。这也是许多骨灰

级玩家心态失衡的原因。

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年轻人正处在学习、打拼事

业的关键期，应协调好学习、工作、爱好的关系，将更多

的精力、时间放在自我提升上，发展有益身心健康的兴

趣爱好，警惕爱好带来的诱惑，避免被物欲裹挟，迷失

自我。8

即将到来的国庆节让大家爱国热情高

涨 。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近 期 对

2004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6%

的受访者敬佩“实力爱国”的人，61.6%的受

访者认为“实力爱国”能鲜明体现一个人的

爱国立场，51.1%的受访者认为“做好本职

工作，努力提高国家竞争力”就是“实力爱

国”的表现。（见9月26日《中国青年报》）
所谓“实力爱国”，就是用行动践行爱

国主义精神，它可以体现为“捐躯赴国难”

的壮怀激烈之举，可以体现为“吾将上下而

求索”的躬耕图强之为，也可以体现在日常

生活中的点滴之处。

仰望星空，需要“上九天揽月，下五洋

捉鳖”的理想和豪迈，需要“天生我材必有

用”的信心和魄力。而靠“实力爱国”则讲

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

以 成 江 海 ”的 躬 行 。 只 有 把 两 者 结 合 起

来，才能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使爱国富有

成效。“仰望星空”爱国，不是妄自尊大，而

是要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实力爱

国”就是要增强爱国的本领，踏实做事，持

之以恒，用真本领服务于国家。从古代的

文天祥到近代的邓世昌，再到当代的杨靖

宇等，仁人志士都是“实力爱国”的化身。

爱国就是一辈子的坚守，像他们那样，既

是 爱 国 主 义 的 倡 导 者 ，也 是 亲 身 的 实 践

者，更是有本领的“实干家”，才是爱国的

正确打开方式。2 （刘天放）

人生是一个故事，故事的开头往往有

一粒种子，在心灵深处不断生长，当这粒种

子开花结果之际，故事就有了一个美好的

结局。据媒体报道，曾经立志当兵的“地震

男孩”程强，如今已经成了一名空降兵，将

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阅兵。

2008 年汶川地震时期，“黄继光英雄

连”的空降兵部队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恢复生产生活。救灾结束时，当时正读小

学的程强举着“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立

下铮铮誓言，成为当年灾区群众送别人民

子弟兵的经典画面。时光荏苒、白驹过隙，

也许有些事、有些人早已模糊，但“地震男

孩”心中的梦依旧如新，他用实际行动和坚

毅果敢续写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动人

故事。

为程强埋下那粒种子的人，是一群可

爱的人，他们义无反顾、忠党爱民、热血偾

张，散发出英雄和侠义的光芒，也许这就是

“地震男孩”备受鼓舞、被深深吸引的原因

所在。试想，若没有空降兵们正直、忠义、

担当之“你”，怎能有今天“地震男孩”乐观、

向上、拼搏之“我”。当然，为了实现梦想，

程强同样需要付出努力，他为了纠正“O”

形腿，晚上睡觉也在膝盖处捆着背包绳。

这一代又一代人民子弟兵前仆后继，哪里

最危险就奔赴哪里，守护着百姓的安宁，无

愧于新时代最可爱的人。8

（段官敬）

怎样才算“实力爱国”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读懂红色基因的深刻内涵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之二

警惕潮玩背后的失衡心态

教师如何管教学生，罚站罚跑到底算不算

体罚？9 月 24 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

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明确，对学生

一些违规行为，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罚站罚

跑”。（见9月26日《新京报》）
现在有些学校，特别是一些中小学过多提

倡“赏识教育”，认为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

笔者以为，赏识教育虽好，但过度强调就不好

了。不可否认，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必要而适

度的“惩罚”也是不可或缺的。人非圣贤，孰能

无过，何况孩子。每个孩子在学校都可能犯错，

如果有了错，比如，用硬物投掷他人、推搡喧闹、

强迫传抄作业，甚至使用暴力欺侮同学等违反

学校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就不能简单地施以

口头批评教育，而需要使用一些“罚站罚跑”等

惩罚性教育。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品行不良学生

的严重违规违纪行为，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

有一个过程。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多个，原因之

一就是有些学校缺乏必要的惩罚教育，老师没

有了“教鞭”。有些老师谈“罚”色变，甚至连大

声训斥都不敢，生怕被人扣上一顶用语言软暴

力“体罚”学生的帽子，更不要说“罚站罚跑”了。

“小树不修不成材”，惩罚在教育中起着“修

剪”小树的作用。现代教育虽然不应以惩罚为

主要手段，但不能没有惩罚。如果对一些不守

校规校纪的“熊孩子”，学校老师能早发现，该罚

站的就罚站，该罚跑的就罚跑，教育效果可能会

更好一些。学校如果没有惩罚教育，很难把一

些严重违规违纪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有些孩

子也就不知道其犯错的后果和代价，长大后可

能还会对社会造成危害。8 （周家和）

“罚站罚跑”也是一种教育

驻马店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北
接漯河市、周口市，西接南阳市，南邻
信阳市，东邻安徽省阜阳市，区位优
越、交通便利，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素有“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中”的美
称。这里是盘古文化、梁祝文化、重
阳文化、车舆文化、嫘祖文化和冶铁
铸剑文化发源地，是全国文明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
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双拥
模范城市。

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
特色地域文化，深化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推动
旅游业提质升级，提高城市知名度
和美誉度，驻马店市面向海内外举
办“以文化城”主题楹联有奖征集活
动。

一、活动主题
传承历史文化基因，丰富城市文

化内涵，挖掘和彰显城市和旅游楹联
文化之美；促进楹联文化与文明城市
创建及旅游业提质升级有机融合。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驻马店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驻马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驻马店日报社。

承办单位：驻马店市文化馆、驻
马店市楹联学会、驻马店市书法家协
会。
三、征集内容

围绕驻马店市城市主题公园、风
景区（纪念馆）和天中文化重要元素三
个方面进行征集，包括以下内容：

1.主题公园
人民公园、开源湖公园、置地森林

公园、南海公园、盘古公园、重阳公园，
重点是公园内的 30余处亭榭、楼阁、
廊桥征联。具体内容登录驻马店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网站wglj.zhumadi-
an.gov.cn，查看专题专栏“以文化城
楹联征集”。

2.风景区（包括纪念馆）
嵖岈山风景区、铜山风景区、老乐

山风景区、金顶山风景区、白云山风景
区、盘古山风景区、薄山湖风景区、铜
山湖风景区、宿鸭湖风景区、天中山文
化园、皇家驿站特色小镇等风景旅游
区，竹沟革命纪念馆、竹沟革命烈士陵
园、杨靖宇将军纪念馆等 30 余处牌
坊、亭榭、大门征联。具体内容登录驻
马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网站 wglj.
zhumadian.gov.cn，查 看 专 题 专 栏

“以文化城楹联征集”。

3.天中文化元素
盘古开天传说、女娲补天传说、嫘

祖缫丝传说、梁祝爱情传说、冶铁铸剑
文化、重阳习俗文化、车舆文化等天中
文化元素，征联 30副。具体内容登录
驻 马 店 市 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网 站
wglj.zhumadian.gov.cn，查看专题专
栏“以文化城楹联征集”。
四、征集作品要求

应征楹联作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符合联律要求，思想性、艺术
性并重，有个性化特质，主题契合征集
要求，着重于中短联作品，要求作品原
创、文责自负。

作者提交作品附上真实姓名、通
信地址、联系电话。
五、征集范围

面向海内外楹联家及楹联爱好者

广泛征集。
六、作品征集、评选与奖励

（一）征 集 时 间 ：截 止 时 间 为
2019年 10月 31日，作品统一由指定
邮箱收集，专人归纳和整理，不接受
纸质稿件。

（二）投 稿 邮 箱 ：zmdylzj@126.
com。

（三）作品评选
1.初评：由初评领导小组，对征集

的楹联进行初评，分别评选出三类楹
联各100副。

2.复评：由国内知名楹联专家组成
评选委员会，分别评出三类优秀楹联
各30副。

3.终评：在复评结果的基础上，由
评选委员会从三类优秀楹联中综合评
出“十佳楹联”。

（四）获奖公告
本次大赛设“优秀楹联”和“十佳

楹联”。“十佳楹联”作者由市政府颁发
荣誉证书，并给予每副 3000元奖金；

“优秀楹联”作者由主办单位颁发荣誉
证书，分别给予每副 500元奖金（不含

“十佳楹联”作者）。
获奖楹联使用权归主办方所有，

楹联作者有署名权，主办方使用获奖
楹联不另行支付费用。

对获奖的楹联在相关报纸、网络、
新媒体上予以公布。

(五)联系人:李涛 张承训
电话：0396-2811227

0396-2997768

驻马店市“以文化城”主题楹联征
集组委会

驻马店市“以文化城”主题楹联有奖征集启事

公开接访听民声
化解群众“心头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本报通讯员 张磊

“您刚才反映的问题，我已经全部做了记录，我们
会尽快调查核实清楚，第一时间给您答复。”这是新安
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下访接访工作时的一幕。

新安县纪委监委把做好节庆期间的群众工作作为
信访举报工作重点，成立了由班子成员牵头组成信访举
报宣传接待小组，通过公开接访、定期接访、带案下访、
重点约访等方式，深入基层一线，认真倾听群众的合理
诉求，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努力化解矛盾纠纷，及时消除各类不稳定因素，力
促社会和谐稳定，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目前，已开
展接访活动 11场次，共 11个乡镇 123名群众，发放宣
传资料 1300余份，解答并收集问题 62个。

同时，在细化、抓紧日常来信来访和处理工作的基
础上，该县纪委监委还及时对纪检监察信访举报情况进
行梳理、归纳，全面把握情况，集中分析研判，按线索轻
重缓急、处置情况、重复件情况等进行分类办理，着力提
高信访问题处置效率和群众满意率。

严查形式主义
为基层干部“减负降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本报通讯员 张海龙

“会议精简，考核减少，现在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
在为群众服务上来了。”前不久，洛阳瀍河回族区东关办事处新
街社区工作人员用“松绑加速”来形容基层减负带来的改变。

今年以来，瀍河回族区纪委监委积极回应基层呼声，深
入一线为基层负担过重问题“把脉问诊”，重点整治文山会
海 、检查过频等5大顽疾，建立问题督办、沟通协调、督促提
醒、数据统计等工作机制，将“基层减负”纳入日常监督、巡视
巡察、主体责任检查考核重要内容，切实提高监督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

该区纪委监委牢牢牵住为基层减负这个“牛鼻子”，通过
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摸排调查，从根本
上深挖作风积弊，真正给基层干部“减负降压”、为基层干部

“解套松绑”，让基层干部集中精力干事创业。
截至目前，该区纪委监委共收集社区检查考核多、工作台

账多、机构牌子多、上墙制度多等事项87项，通过专项整治最
终明确了第一批精简的39项事项，并持续督导直至整改到位。

打造“城管铁军”
为人民管好城市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本报通讯员 丁武涛

国庆前夕，走进洛阳孟津，清幽的城市风貌和干净整
洁的市容环境，不仅让游客称赞，更让群众无比自豪。

这背后，是孟津县理顺体制、完善机制、提高标准、强
化考评、严格督办等一系列基础性工作的深化落实。

城市“颜值”体现着城市管理水平，孟津县城市管理
局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管好“面子”，更注重管好“里
子”，做到廉政建设与业务建设齐抓共管。

“打铁还需自身硬”。近年来，孟津县城市管理局高
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积极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廉政教
育，坚决落实党委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层层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以“扎实工作求实效、创新思路谋发
展”为工作理念，转变思想、开拓创新，按照“一岗双责”要
求，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形成了党组书记负总责，分
管领导各负其责，全局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夯实了廉
政勤政建设，为孟津市容环境整体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现了从管得住向管得好转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本报通讯员 张欣枚

9月20日，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检察院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动员会，对开展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
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洛龙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姜卫国表示，要准确
把握和妥善处理业务工作与主题教育的关系，以抓深抓
实抓好为突破口，把开展主题教育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市、区委决策部署及最高检和省检察院、市检察院工作要
求结合起来，与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

“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结合起来，与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起来，与开展“讲纪律、守
规矩，树形象、守底线”专题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与推进当
前该院各项检察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工作、教育两手
抓、两促进，引导全体党员干警把初心使命转化为担当作
为，切实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忠实履行法律监
督职责，加快推进检察工作转型发展，为洛龙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检察力量。

践行初心使命
激发干事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