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依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
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总书记如
是说。中国诞生了共产党，这是开
天辟地的大事件，不仅是指政治上
的，也指思想、精神上的。党创造
了众多优秀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
有伟大贡献。百年党史中蕴藏着丰
富的精神，可以从中汲取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近年来我走过许多革命圣地，
参观过众多纪念馆。从南湖红船到
南昌起义，从井冈山到红都瑞金，
加上长征路上的不少纪念地。中国
革命有低潮也有高潮，有危机也有
生机，当初之所以“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从胜利走向胜利，我深深
体会到：其中精神力量发挥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谈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
存的灵魂”，要求“赓续共产党人
精神血脉”。这些精神内涵及价

值，值得我们在学习党史时仔细领
会、认真汲取，补精神之“钙”、
壮奋斗之行。具体来说，应从中汲
取以下精神力量:

坚守初心。“砍头不要紧，只
要主义真”。从李大钊、瞿秋白等
革命先驱到夏明翰、江姐等革命烈
士，从艰苦卓绝的长征路到精准扶
贫之路，一代代共产党人演绎了初
心、信仰、忠诚、理想的精神，成
为我们的精神楷模。

爱国主义。“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爱国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血
脉之一。从方志敏 《可爱的中国》
到赵一曼留给儿子的遗书，乃至许
多烈士的家书，以及“两弹一星”
众多元勋的誓言，无不洋溢着强烈
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他们舍小
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操，堪为今日之
风范。

一心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江山。“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写在党的旗帜上。毛主席提出

“为人民服务”，喊出“人民万岁”
口号。“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

是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新
时期党员应传承这种为民精神，厚
植、砥砺为民情怀，与群众心连
心、同呼吸、共命运，诚心实意为
民办实事。

勇于献身。革命不轻言牺牲却
须时刻准备“甘洒热血写春秋”，
需要大无畏精神。“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许多烈士
吟诵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走向刑场，为理想为民
族慷慨赴死。从喊出“头可断血可
流，工不可复”的林祥谦到“抗
联”烈士杨靖宇、赵一曼，再到张
思德、毛岸英，以及宁波的英烈朱
枫、李敏等，无不如此。和平时
期，同样需要献身精神。党的十八
大以后，就有 1800 多位扶贫干部
牺牲在奋斗一线。

艰苦奋斗。毛主席倡导“愚公
移山”精神，要求全党“永远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红军不怕远征
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从建党之
初的 50 多名党员发展到如今 9000
多万名党员，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筚
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奋斗史。战争
年代的“红米饭南瓜汤”、小米加
步枪、延安大生产运动，就是生动

写照；而建设时期的焦裕禄、王进
喜，以及钱学森、邓稼先等，则是
艰苦奋斗的楷模。今天，我们要面
对前程中的艰难险阻、惊涛骇浪，
要化危为机，仍然需要这种奋斗精
神。

自 我 革 命 。 倡 导 “ 实 事 求
是”，解放思想，勇于自我革命，
从严管党治党，是党最鲜明的品
格。从延安整风到“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正是在一次
次的自我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保持
了先进性与纯洁性，对党来说，自
我革命永无止境。

开拓创新。“惟创新者进，创
新者强，创新者胜”。党前进的每
一步都伴随着开拓进取、改革创新
的勇气与决心，谱写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新篇章，开拓了百年未见
之崭新局面。基于此，我们更应永
不懈怠，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梦。

从党史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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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明山

一周前的4月28日，是李大钊
就义94周年纪念日。

刚刚过去的 5 月 4 日，是五四
运动102周年纪念日。

再过不到 60 天，中国共产党
将迎来百年华诞。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
一，李大钊就义时年仅 38 岁，他
短暂的一生都在追求让中国恢复青
春。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
患，他用青春之思，探寻中国救国
之路；当时，社会思潮纷涌、莫衷
一是，他用青春之笔，大声疾呼唤
醒青年。

新时代的青年人要学习李大钊
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品格。十月
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看到马克思主
义能够救中国，敢为人先，承担起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为把革命
力量组织起来，他承担起创建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重任。

新时代的青年人要学习李大钊
坚守初心、为“庶民”请命的品
格。李大钊有着鲜明的人民立场，

在革命斗争中，他视国人为“父
老”，布衣素服，深入群众开展工
作。他温和可亲的形象深刻地留在
国人的心中，人们愿意跟随他一起
斗争、一起前进。

新时代的青年人要学习李大钊
清正廉洁、德行高尚的品格。李大
钊生活俭朴，节衣缩食，把大部分
收入用于党的事业，或用来帮助同
志，接济贫苦青年，以至于当年北
京大学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
部分直接交给他的夫人，以免家中
断炊，其品行令人肃然起敬。

新时代中国青年生逢太平盛
世，但仍肩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重任。在新时代的新征
程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
需要跋涉，许多“娄山关”“腊子
口”需要跨越。在攻坚克难的过程
中，青年人要学习革命前辈的斗争
精神和光辉品格，有追求、勇担
当、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干
净做事、老实做人。

百年历史，沧海一粟；百年先
烈，英魂永驻。新时代的青年要努
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
伟目标一步一步变为现实，这是对
李大钊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
念。

传承青春力量 赓续时代风流

易其洋

“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4
月 30 日在杭州余杭区开庭审理并
当庭宣判，造谣男子郎某某、何某
某分别被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二年。

事情的原委是，两个男人摇动
毒舌，一唱一和，刻意编造“快递
小哥”和“女业主”暧昧微信聊天
内容，发到微信群后，“寂寞少妇
出轨快递小哥”的谣言，在网络上
大肆传播，最终扩散到 110多个微
信群，引发大量低俗、淫秽评论。
这严重影响了“女业主”谷女士，
最直接的就是“社会性死亡”，名
誉毁了，工作丢了，人抑郁了，找
工作也没人肯要了。

对此，郎某某却认为，这没什
么，“没有恶意，只是朋友间的玩
闹”。恰恰相反，与谷女士的“社
会性死亡”相对应，郎某某、何某
某的行为，就是“社会性谋杀”，
是用毒舌这把无形之刀，杀人不见

血，性质不可谓不恶劣，社会影响
不可谓不大。

这种“社会性谋杀”，没有预
谋，不是针对特定的人，而是随意
性的，以寻求刺激、博取关注为目
的，逮着谁就是谁。谁都可能成为

“社会性谋杀”的受害者。这也正
是这个案件之所以可怕可恶，并被
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的原因所在。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郎某某、
何某某被判刑，无疑具有标本价值
和示范意义。那就是，对于“社会
性谋杀”毒舌，法律之剑绝不会手
下留情。这是在给遭受网络暴力、

“社会性谋杀”的人壮胆——一旦
遭遇网络伤害，不要因为畏惧流言
而无奈忍受，也不要因为怕“麻
烦”而轻易罢手，而应该像谷女士
那样，注意收集证据，敢于诉诸法
律。它更是敲响了一记警钟，肆无
忌惮，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好事之
徒、不法之徒，要好好想一想，法
律之剑砍下来时，自己的舌根会不
会痛、脖颈够不够硬。

“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宣判
“社会性谋杀”当止

张淳艺

今年“五一”假期，在天坛标
志性建筑祈年殿前，游客们手拿祈
年殿造型的祈愿冰激凌，给大小祈
年殿来一张同框合影，已经成为刷
爆朋友圈的打卡新方式 （5 月 5 日

《北京青年报》）。
不只是天坛文创冰激凌受热

捧，“五一”假期，多地上新的文
创雪糕纷纷“火出圈”。成都宽窄
巷子脸谱文创雪糕、三星堆青铜面
具冰激凌、武汉黄鹤楼雪糕、莫高
窟九层塔雪糕……各种有颜有料有
文化的雪糕在网上进行了一场比
拼，逛吃拍照打卡成为旅游新时
尚。

前些年，景区文创产品给人一
种不温不火的感觉，叫好不叫座。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千篇一
律。各地的文化各具特色，推出的
文创产品却千篇一律，通常就是些
扇子、丝巾、帽子等大众货，再印
上景区的 LOGO。用游客吐槽的
话说，“放一起都能玩消消乐了”。

其二是价格太高。虽然一些景
区煞费心机研发出一系列中高端文
创产品，但“曲高和寡”，高高在
上的价格让人爱不起来。有调查显
示，常规游客能够接受的伴手礼价
格普遍在 10 元至 80 元之间，占市
场的70%。

其三是缺乏认同。文创产品不
能是景区自弹自唱，必须引起游客

共鸣，或者具有实用性，或者具有
代入感，满足游客对商品的需求、
对文化的认同。然而，一些文创产
品与市场严重脱节，没有抓住游客
的心理诉求。

“舌尖文创”的兴起，让人眼
前一亮。“文创+美食”，虽然比普
通食品贵一些，但价格在大众接受
范围内。更重要的是，文化与饮食
结合，传统与时尚“混搭”，令人
耳目一新，为游客增添了仪式感和
体验感。

除了祈年殿造型冰激凌，天坛
设 立 的 文 创 照 相 馆 ， 也 值 得 肯
定。过去节假日旅游高峰，景区
人山人海，想拍照留影并非易事，
一不小心就成了“集体照”。天坛
文创照相馆则可以全方位模拟自然
光线效果，背景可以展现出祈年
殿、圜丘等天坛标志性建筑，帮
助游客拍出“一个人的天坛”，效
果媲美实景。

一直以来，不少景区陷入门
票经济怪圈，既加重了公众旅游
支出负担，也不利于旅游业的持
续健康发展。近年来，推动“门
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的
呼声日渐高涨。门票价格理性回
归，除了政策的“有形之手”，更
需要市场的“无形之手”。文创产
品“火出圈”，有助于门票经济

“ 跳 出 圈 ”， 找 到 新 的 效 益 增 长
点，逐步摆脱对于门票收入的过
分依赖。

文创产品“火出圈”的启示：
门票经济“跳出圈”

吴启钱

引起网民强烈关注的西安的
哥猝死车内被贴罚单事件，有了进
一步的消息：西安警方通报说，在
这起事件中，涉事警务人员存在执
法不规范、工作不细致的问题，3名
相关警务人员分别受到警告处分、
通报批评和诫勉。

应该说，西安警方的通报，查
明了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公安机
关对相关警务人员及时进行了处
理，也让汹涌的舆情得到一定程度
缓解。但是，由于警务人员执法不
规范而受到广泛质疑的西安警方
的执法公信力，可能需要更多的努
力才可能修复，而相关警务人员因
执法而被处理，教训也很深刻。

规范执法，是法治社会对行政
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最基本要
求，是行政机关公信力的最起码保
障，也是保障行政执法人员自身安
全的最好手段。

规范执法，首先要站稳人民立
场。任何执法行为，一旦偏离人民
立场，不管名义上多么堂皇，最终
可能会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法律的权威。
上述事件，可以说是警务人员头脑
中只有罚款以致工作不细致导致

的后果。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和执
法人员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执法的
理念，破除为执法而执法的“任务
式”思维，更要防止以执法为名而
乱管滥罚。

规范执法，要破除重实体轻程
序的做法，严格依法行政。从表面
看，西安的哥在非停车地点停车的
行为，客观上构成违法，但主观上是
不是有责，需经执法人员依照法律
程序予以调查和认定。调查包括现
场检查、勘察，也包括询问当事人和
其他相关人员。这是《行政处罚法》
规定的所有行政处罚必须遵循的

“前置程序”。的哥事件中，如果有关
警务人员在贴罚单前，先依照法定
程序看看车里有没有人，询问一下
违停原因，对主观是否有责进行认
定或排除，就可以避免这起悲剧。

规范执法，还要遵循合理行政
的原则，能以教育代替处罚的就不
处罚，能以警告等较轻处罚处理
的，就不给予罚款等较重处罚。

规范执法，离不开监督。西安
的哥事件，正是社会（网络）监督加
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才得以突
破。所有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
应该从这起事件中学到教训，进一
步强化行政执法规范化力度，不断
提高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公信力来自规范执法

江德斌

4 月 29 日，《反食品浪费法》
正式实施，就在当天，一段粉丝雇
用工人，将为打榜投票所购买的新
鲜牛奶拧下瓶盖后，直接成箱地倒
入水沟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件事
儿指向一偶像选秀节目——《青春
有你 3》。5 月 4 日，《青春有你 3》
后续节目录制被紧急叫停，5 月 5
日凌晨，《青春有你 3》 官方微博
发文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
从。

“新鲜牛奶倒入水沟”原本是
教科书里的情节，如今却在现实中
上演。为了给偶像打榜，粉丝不惜
花大价钱“倒奶投票”，将新鲜牛
奶白白倒入水沟里，如此做法有悖
于公序良俗，不仅属于非理性消
费，助长攀比之风和金钱打榜不良
行为，也造成巨大的食物浪费，令
人为之痛心。显然，该节目的投票
流程设计存在问题，对粉丝产生了
不良引导，以及非常恶劣的社会影
响，紧急叫停之后，还要进一步整
改和追责。

此前，《青春有你 3》 引入打
榜投票环节，粉丝需购买赞助商奶
制品，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才能为
偶像助力，这就导致要想偶像上
榜，就要花钱购买大量鲜奶、扫
码，沦为彻底的“金钱游戏”。这
种做法，使得投票与牛奶挂钩，形
成了独特的“奶票”模式，不仅诱
导粉丝倾囊相助，还滋生出“黄
牛”囤积牛奶、倒卖“奶票”等怪
现象，网络亦对此进行了曝光，引

发社会大众的批评。
粉丝买了这么多牛奶，纯粹是

为了投票，全部打开后，喝又喝不
完，又无法保存，那就只能倒掉了
事，这么做就是典型的浪费行为。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已经入
法，4月29日实施的《反食品浪费
法》 明确提出，应当“树立文明、
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

“形成科学健康、物尽其用、防止
浪费的良好习惯”。可见，“倒奶投
票”之举不可纵容，已经涉嫌违反

《反食品浪费法》 的相关规定，应
对节目主办方的行为依法予以惩
处。

“倒奶投票”暴露出该选秀节
目策划存在导向问题，过度追逐
经济利益，用“奶票”诱导粉丝
无度花钱，而漠视社会效益，以
致闹出“幺蛾子”。2020 年 2 月，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在广
电总局网络司的指导下，发布了

《网络综艺节目内容审核标准细
则》，其中提出：“节目中不得出
现设置‘花钱买投票’环节，刻
意引导、鼓励网民采取购物、充
会员等物质化手段为选手投票、助
力。”

娱乐节目的观众以青少年群体
为主，节目的社会导向和价值观，
对青少年的成长影响很大，不能掉
以轻心。因此，监管部门应以此为
鉴，对网络选秀类节目实施严格规
范管理，严肃节目流程设置，禁止
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内容，倡导
树立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观，以免
带坏未成年人。

“倒奶投票”浪费食物
如此选秀应依法监管

毛建国

“五一”假期结束了。从之前一
条“某地欢迎您”的短信，到如今不
少地方推出开放政府部门、事业单
位的停车场、食堂等“宠游客”措施，
让这个“五一”多了一些与以往不同
乃至值得深究和玩味的风景。

所谓“宠游客”，主要是指以游
客之心为心，让游客得到更好体验。
当然，种种“宠游客”举措有着一定
应急性，更多是针对假日旅游而来
的。

旅游有着十分明显的潮汐性，
旺季和淡季差异很大。淡季，往往虚
席以待，旺季，则是座无虚席，有时

存在接待不了、接待不好的现象，游
客不满意，城市形象受影响。当然，
旅游分淡旺季，服务不分淡旺季，不
能因为到了旺季就委屈游客，这也
意味着提升城市旅游接待能力永远
没有止境。举全城之力，认认真真

“宠游客”，其意义正在于这里。
游客不仅应该，而且值得被宠。

其实，对于假期旅游特殊性，游客心
知肚明。他们不是不讲道理，而是担
心遇到不讲道理的人，更担心合法
权益被“挤爆了”。游客在意结果也
在意过程，在意事实也在意态度。最
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座
表现出极大诚意和善意的城市，没
有受到游客的点赞和欢迎。

认认真真“宠游客”是道好风景，
应旅游而来，有着超越旅游的意义。城
市接待游客的态度和能力，属于旅游
环境的范畴，而旅游环境和营商环境
一样，如同阳光和空气一样，共同构成
了城市软实力。放眼全国，现在各地都
在讲营商环境，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
出了一系列举措。旅游环境和营商环
境，具有一致性，相辅相成。在现实中
可以看到，营商环境好的城市，旅游环
境往往也好；反之，亦然。

个中原因很简单。从理念上讲，
两者都涉及如何认识“为人民服务”
问题。“人民政府为人民”，需要服务
的“人民”，不仅是工作生活在这座
城市的市民，还包括带着好感而来

的旅游者，以及揣着梦想而来的创
业者。从具体做法上讲，旅游环境、
营商环境好不好，取决于能不能提
供更多有温度、有高度、优质的公共
服务产品，一个城市在营商环境上
的努力，必然会延伸和辐射到旅游
环境上来。同时，优化提升旅游环
境，认认真真“宠游客”，也会转变和
固化为营商环境成果。

认认真真“宠游客”，体现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件值得认真
做的事情。一方面，“宠游客”能够有
效地优化和提升城市旅游供给水平，
另一方面，围绕 “宠游客”而发生的
理念革新、手段更新、制度创新，惠及
营商环境，能够提升城市软实力。

“宠游客”是件值得认真做的事情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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