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天小姐吖： 去小区超市
买东西， 看到一辆车钻进了一家
母婴店，门坏了、玻璃全烂了。如
此激情的KISS，吓死宝宝了，以为
是拍电视剧呢。@Hi都市报

[核实]
网友@口天小姐吖姓吴，住

在雨花区环保大道桃阳小区，18
日下午5点左右， 吴小姐准备去
小区超市买点日用品，突然一辆
黑色轿车撞进了旁边的一家亲
亲母婴超市。“这辆车冲进去的
速度蛮快，‘砰’ 的一声巨响，母
婴店门被撞坏， 玻璃碎了一地，
幸亏当时店里没人， 没有人受
伤。开车的人还是要多加注意。”
吴小姐说。

■记者 张浩 实习生 王燕

小车激情kiss母婴店
吓死宝宝了

@怀揣童心得小子：列
车上遇到这种旅客也是醉
了！ 能不能为我们乘务员考
虑考虑！@Hi都市报

[核实]
@怀揣童心得小子是一

名列车乘务员，2月18日上午
他在列车上打扫卫生时，在车

窗的边框上看到一行用黑色
笔写的“廖涛，到此一游”，擦
都擦不掉。@怀揣童心得小子
说：“春运本来就人多、 垃圾
多，希望乘客们能做到自律自
洁、文明乘车！我们乘务员会
用最贴心的服务伴大家前行！
望相互体谅。”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汤荡 杨帅

火车上留“到此一游”，也是醉了

及时语

“沿线国家共同发展， 世界经济环
境就会改善，中国亦将从中受益。”

———《人民日报》 刊文称，“一
带一路” 将为中国经济拓展市场、
均衡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也顺应了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规律。

“中国经济发展到新常态的情况
下,不可能再给外商超国民待遇。”

———商务部长高虎城日前表
示,“十二五”期间,我国引资规模
比“十一五”增长了30%,不存在
“外资撤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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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也有“亲吻鹅”?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见》近日印发，意见提
出，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
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
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
共化。（2月22日《新京报》）

这其中最引发公众聚焦的
还是有关推广街区制的表述。
究其原因， 无外乎是因为这一
推广， 关系更为复杂的利益协
调与公共生活规则的重构。

推广街区制的实质，应被理

解为是一种新的城市运转系统
和生态的构建，关系到公共秩序
的再建，规则的重构等，它不应
被孤立看待，既需要良好的利益
协调， 又需要耐心与科学推进。
比如对于“逐步打开”，有论者就
提出，那些存在于郊区人烟稀少
地带的大盘，由于治安保障和开
放的需求相对靠后，就应该列入
“打开”的次优序列。再者，一些
封闭的公共机构，是否有义务带
头向社会敞开大门？这些看似是
细节，但都关系到街区制的良好

初衷能否得以顺利实现。
套用卡尔维诺的话说，城

市里的每样创新， 都会影响到
人的生活环境与居住体验，也
必将以“人”的标准来衡量其效
果。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
会议曾提出， 现代城镇发展要
“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其汇聚到一点，
其实就是要让城市发展更好的
服务“人”的需要，希望街区制
的推广， 能够帮助城镇化更好
的实现这一点。 ■朱昌俊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
会上, 习近平同志再次对全国新
闻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要深入
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
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
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
记录者、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
平正义的守望者。

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
灵魂，只有在正确的新闻观指导
下，新闻舆论工作才会坚持正确
的舆论导向；新闻工作有了“灵
魂”， 新闻工作者才会心中有定
力、行动有准绳。

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做党的政
策主张的传播者， 既要有自觉意
识，又要有学习精神。传播党的政

策主张， 是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
内容之一。将党的政策主张快速、
准确地传播给广大受众， 在改革
措施密集、改革时不我待的今天，
有助于人民群众尽快知晓、理解、
认同党的大政方针， 减少沟通成
本； 也有助于党的惠民政策以最
快的速度， 从纸面不打折扣地落
实到地面，高效率地惠及民生。这
就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者首先要有
自觉意识，在学习、领会、吃透党
的政策主张的基础上履行传播职
责，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职业素养。

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做时代
风云的记录者， 既要感受时代，
也要融入时代，更要与时代一起
进步。当下中国，仍是改革开放

的时代，时代风云变幻，不离社
会进步的主流。 新闻舆论工作
者，要感受时代的温度，就要有
融入时代的勇气，这样才有把握
时代主流的能力和与时代共同
进步的高度。 要做到这些并不
难，只要像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
样去做———“记者调研也要接地
气”，“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
说实话、动真情”，就能推出有思
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新闻舆论工作者还要做社会
进步的推动者， 既要讲好中国故
事，更要作为参与者介入时代。新
闻舆论工作者不当仅仅满足于做
时代的“零度叙事者”，还当以建
设者的心态积极主动地推动社会

进步。无论是加油鼓劲，还是提出
中肯批评、建议，新闻舆论工作者
都理当为社会进步竭尽全力地释
放正能量。而也只有保证、保障对
社会生活的干预力、监督力，不失
锐度， 新闻舆论工作者才能做好
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
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
动者、 公平正义的守望者———习
近平同志的殷切期望，既是为新闻
舆论工作提神醒魂，也是对新闻工
作者的职业身份进行了一次精准
定位。每个新闻工作者都当受此启
发，检点行为，振奋精神，为新闻舆
论工作负起更多的责任与使命。

■本报评论员 赵强

街区制推广，不能被孤立看待

“可别去，没用的，除非你
不想干了。”

罗小姐是一家日企的行
政人员，去年刚进公司，想争
取留个好印象，便主动请缨春
节加班，然而老板和人力资源
部对加班费的事却只字不提。
罗小姐觉得不公，想向公司提
出，却被同事劝下。

卖菜崽： 权利必须自己争
取，不干也要去投诉这家公司！

枪炮： 加班费是什么？没
听单位说过啊……

工会会长：公司签合同的
时候霸王条款一大把，谁来帮
我们维权呢？

香檀木： 只要给足加班
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我的耗子梦： 还记得那两
只离别“亲吻”、一夜之间火遍全
国的“网红”鹅吗？湖南也有“亲吻
鹅”哦！@Hi都市报

[核实]
网友@我的耗子梦称， 他在

湖南也发现了“亲吻鹅”，原来他
在经过岳阳火车站时， 发现该火
车站大楼看上去就像两只亲吻的
鹅。网友调侃：若干年后，会不会
有人以为是为了纪念那两只鹅而
建了这个火车站？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汤荡 杨帅

@奇士猫: 我只是觉得这玩
意长得好喜感……哈哈哈哈
……@Hi都市报

[核实]
2月22日晚，元宵之夜，长沙

网友@奇士猫在雨花区上河国际
广场看到这一幕，三个“呆萌”的
消防栓排成排，活像一排“豌豆
射手”，又像《机器人总动员》里
的机器人。网友直言：太有喜感
了，别人在人潮里看灯，我在这
吹着冷风笑看呆萌的消防栓。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汤荡 杨帅

别人元宵看灯
她看消防栓排排站

都市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超级大乐透 第 16020 期

开奖号码：01�16�22�29�30�+�02�09

排列 3、排列 5��第 16046 期

下期奖池金额：2413910892.1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排列 5开奖号码：1�2�6�2�1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1�2�6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 每注奖金（元）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

3
0
45
19
620
175
24022
8194
427561
137915
4049050
4647604

10000000
―――
169545
101727
5129
3077
200
100
10
5
5

2072
0

3126

1040
346
173

2154880
0

540798

37 100000 3700000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系列评论之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