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15日讯 今天下午，“湖南精
神” 征集提炼活动专家组召开第三次座谈
会， 在第二次提炼出9个关键字的基础上，
结合民意，专家对完整的词句展开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郑大华认为：“湖南
人具有的第一个性格特点是心忧天下，从
屈贾开始到近代都有忧国忧民之心， 其次
就是敢为人先， 比如第一个提出向西方学

习的魏源，还有一个就是敢担当的精神，当
然还有一些朴诚、尚德、坚韧等也能体现湖
南人精神。”

又讯 今天上午， 部分省属国有企业代
表聚集湖南路桥集团，结合自己的企业精神
探讨和交流与“湖南精神”共融共同之处。

座谈会上，省国资委、湖南路桥集团、
湖南海利集团、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湖南有
色金属控股集团、 湘投控股集团、 中联重
科、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湖南省轻工盐业集
团、 湖南省煤业集团等部门和企业的代表
立足岗位，结合工作实际，畅谈了对“湖南
精神”内涵的理解，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记者 张颐佳 实习生 吴世超

本报2月15日讯 今天上午，“走访群
众听民声，深入基层解难题”全省机关干
部作风建设主题活动在长沙启动。 省委
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在启动仪
式上号召广大到基层实践的干部接地
气、摸实情，办实事、解民忧，与群众同吃
同住同劳动，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 、问
计于民，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省委副
书记、省长徐守盛主持启动仪式，省政协
主席胡彪出席。省领导梅克保、路建平、
郭开朗、易炼红、蔡力峰出席启动仪式。

“到困难多的地方去解决问题”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作风建设摆

在突出位置， 每年都部署开展了主题活
动月、民主评议等活动，初步形成了以月
带年、常抓不懈的工作机制，有力促进了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今年的作风建设
活动以“走访群众听民声，深入基层解难
题”为主题，将集中1个多月时间，组织
省、市、县、乡四级干部，下基层、听民声，
着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 项目建设、民
生建设、新农村建设、信访维稳和安全
生产等6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来自省直机关各单位300多名干部
群众参加启动仪式，第一批来自18个机
关单位的干部会后将出发奔赴到基层
一线去。

周强强调活动要与当前的重点工
作紧密结合，推动农业春耕生产、帮助

中小企业解决面临的困难、 要用心竭力
解难题，到困难多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到
群众意见大的地方去理顺情绪， 到工作
难推开的地方去打开局面， 扎扎实实为
基层群众办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
好事。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真
正做到带着人民群众的期待下去， 带着
人民群众的满意回来。

徐守盛强调， 各级机关干部要立即
行动起来，自觉到困难最多、矛盾最为突
出、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真诚倾听群众
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
疾苦。

背着雨衣胶鞋，出发
曾四清是教育系统的一名干部，他

告诉记者他的背包里装着雨衣、 胶鞋等
必要工具，他正准备出发前往益阳桃江，
重点工作是学校用车安全治理和校车安
全治理， 然后再开展其他贴近民生解决
困难的活动。 省委农村工作部的刘宗林
告诉记者：“我的工作点在怀化麻阳，这
次主要任务是深入田间地头， 向农民朋
友宣讲党的惠农、富农政策，了解当前农
村、农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困难。”

■记者 张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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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自然、恢复野性，谁破坏环境就跟谁玩命。”
这是“巴松狼王”在微博上的个性签名，“巴松狼王”就是前北京环保局副局长杜少

中。他开通了个人微博，在上面与公众讨论各类环境污染问题。

“防火、防盗、防踩踏、防突发事件永远是我们头上的紧箍咒，必须警钟长
鸣。我们没有防记者这一条，欢迎每一位记者。”

14日， 故宫新掌门人、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上任后首次召开媒体座谈会。因
“十重门”蒙羞的故宫如何重塑形象，在紧锣密鼓考察完故宫32个部门之后，单霁翔表
示，故宫对外要更加开放，对内将采取措施关闭漏洞之门。

“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 没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和勇气，就
突破不了与科学发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利益格局。”

14日上午， 广东省政府召开全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会议。
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指出，广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进入调整政府自身权力配置
的“深水区”。

自2月9日起， 济南市交警部门针对酒
驾问题， 出台并实施抄告单位、 追责同饮
者、强制刑拘等一系列“新政”。2月10日的一
起醉驾事件中， 司机李某被依法予以刑事
拘留，而与李某同桌吃饭的女性王某，或将
因未尽到劝阻义务而受到相应的处罚。

这几天，济南市的这一规定广受热议，
毁誉参半。社会道德感、责任感极高的人士
表示此举将有效减少酒、醉驾行为的出现，
同时也培养了个体的社会责任意识， 但也
有人认为设立这一规定超出了济南交警部
门的职能范围，且不具备可操作性。无论社
会舆论持什么样的观点， 有一点我们可以
肯定的是，出于对酒、醉驾行为所导致的严
重后果的预防， 济南市交警部门作出此规
定是为了把社会中的潜在伤害减至最低。

作为一种较有震慑力的预防手段，济
南市这一规定或可对当地的酒、 醉驾行为
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但这种以惩治面的
扩大来换取惩治效果提升的行为， 是否真
正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正义性呢？ 恐怕恰恰
相反。这一规定名为法，实则背负着多重随
意性而带来的不法实质。

对法治精神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法
律制度的增减、完善，固然应朝着更先进、
文明的社会规范这个方向努力， 但并不意
味着法规的制订与更改有着人人皆可为之
的随意性。首先，从程序来看，立法单位和
执法单位应为两套不同的机构。 除非有法
律明确授权， 执法机构不能自行设立执法
依据。即便有法律授权，草案也应当在提交
立法机构审查通过后才能正式实施。 济南

市交警部门从立规到实施， 并无详细确切
的程序说明， 而这种不透明的立规过程很
明显属于程序上的随意性。

再从认知来看， 交警部门与法制规范
可谓密切相关，理应对立法、执法等精神有
着深刻认知和正确判断。 然而在济南市交
警部门的这个“新政”中，我们看到，很明显
有着偏离法制轨道的“功利”倾向———只要
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打击违法行为， 则可以
牺牲其他人的权利。这无疑与我们当下追求
的法治精神相悖，当“保障个体的权利与自
由”让位于“完美无缺的打击效果”，那么，这
样的认知随意性便会导致立法及执法退回
到“强奸民意、无视正义”的野蛮状态。

认知、立法等基础性环节的随意性，势
必导致执法的随意性出现， 之所以济南市

交警部门这一新规被人质疑为“连坐”性质
的执法，就是多重随意性所导致的后果。在
“新规”中，同饮者的义务被“强制化”，进而
因此被处罚。就是说，济南交警部门在执法
中已经随意扩大了公民的义务范围， 把公
民可为可不为的自由选择进行硬性规定，
并以精神及物质处罚相挟，迫使人就范。

加强违法治理力度， 是多数人缺乏法
律意识现状下的一种必须， 为良好规范社
会秩序、保障个体生命安全，也有着充分的
正义性， 但治理违法的基础理应建立在依
法而行之上，且是依法治的现代精神、正当
程序之上，而不是某个部门、某个人想当然
的随意性举动。从这一点来说，或许济南市
交警部门对自己出台的这一“新政”理应慎
思之、笃行之。 ■张英

网友“hjj原野”：太萌了，这是我见过最可爱的一封情书。
网友“hdg666”：应该是网站利用情人节的一次炒作。不过挺有趣。
网友“Eric微博”：哈哈，不小心笑出来，00后果然很给力！
网友“北大边缘”：情人节要成儿童节啦！
网友“jdk伊伊”：亲，人家6岁都懂得亲手为喜欢的女孩做“小克力”，你呢？
网友“ff狼才子”：太有才了！是韦小宝转世吧。

6岁男孩写“超萌情书”？
14日情人节，一封由6岁小朋友“一诺”写给“娃娃”的

小情书蹿红网络，引来近3万名微博网友的转发和评论。
情书里多处使用了小贴纸和拼音，错别字也不少，巧

克力被写成“小克力”，零花钱写成了“0花钱”。
发帖人“刁龙DL”说，看到这封超萌情书后，当时自

己就震惊了！前几天刚看过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
的女孩》，没想到“那些年”现在已经超前到幼儿园了，
“00后”后生可畏。

“到困难多的地方去解决问题”
全省机关干部作风建设主题活动昨日在长启动

企业家聚首畅谈“湖南精神”

果敢，务实，创新，包容。（衡南县硫市镇谢先周）
讲骨格，敢担当，勇创新，做实事。（怀化鹤城区杨村乡人民政府刘婕）
正义果敢为人先 勤奋仁爱怀天下。（省委宣传部 蒋刚先）
敢为人先，心忧天下，求真务实，勇于担当。（衡南县洪山镇尹小华）
担当，坚韧，求是，务实，包容。（长沙市北雅中学王瑞芬）
厚德，笃行，求是，创新。（衡南县第十一中学陈忠实）
敢为人先，心忧天下，包容厚德，务实创新。（衡南县云集镇文化站谢海英）
敢为天下先 以天下为己任。（常德 刘桂元 蒋俊卿 罗永国 肖琳 杨敏 诸杨荟）
仁爱忧民 坚韧创新 诚实睿智 和谐奋进。（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潘星炎）
敢为人先 敢为天下先 敢为挑战者。（常德 彭家金）
敢为人先 敢于创新 经世致用 实事求是。（常德 铁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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