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会见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现场直播总理会见中外记者的实况，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将作实时报道。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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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万块钱，你一定要
收下。40多年来，我一直
为当年的过错， 心里折
磨着。”

40多年前， 浙江诸暨女
子施某偷了小学同学徐某的
1毛钱买饼吃，事后徐某哭着
找钱，施某没敢承认。40多年
来， 施某一直内疚并寻找徐
某，近日终于找到。

美亚： 知错能改， 善莫大
焉。四十年的内疚，代价大了点。

洁明： 我也是这类型的
人，欠过谁的永远不会忘记。

开怀： 我朋友借了我一
万，现在连人带钱不见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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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千镇万村”工程将改写“返乡笔记”视
点
省委2016年1号文件新闻发

布会日前发布消息称，湖南将深入
实施“百城千镇万村”新农村建设
工程，以“千镇”建设为重点，带动
新农村建设提质升级，到2020年按
国家标准建成100个美丽乡镇、
2000个美丽村庄。文件提出，将深
入推进村庄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实
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和农户改厕5
年专项行动。

近两年来， 每到春节之后，媒
体和网络上都会兴起一股“返乡笔
记”热。在不少“返乡体”笔记中，农
村的“凋敝”景象是作者们热衷描
绘的内容。那样的描述，容易唤起
心怀乡愁者的共鸣， 吸引眼球，但

城乡的落差经过心理的、文学的想
象之后，也会更加放大，乃至于失
真、失实都有可能。其实，城乡尽管
仍有差距，但新农村的建设仍随着
时代的进步不断展现出生机勃勃
的新图景，这从每逢周末、节假，城
里人都爱自驾往农村跑的现象中
可窥一斑。

城里人爱往农村跑，当然是因
为农村不失美丽，有新鲜的空气和
绿色的风景；城里人的消费也给农
村注入了经济活力，美丽的乡村更
加不会凋敝。但是，“返乡笔记”中的
惆怅倒也并非完全是无病呻吟。对
经过城市文明熏染的返乡者来说，
最不适应的，也最让他们感觉到农

村落后的地方，恐怕还是在于农村
的公共卫生环境不尽人意。无法及
时处理的生活垃圾，污染着土地和
水源，也影响着返乡者的心情；更令
人难堪与尴尬的，恐怕还是农村的
旱厕，臭气熏得刚领回家的女朋友
无处落脚。这些可见、可感的落后窘
况，折射在“返乡笔记”中，也确实是
需要及时改观的“凋敝”情状。

而归根结底， 如今的城乡差
距，最紧要的恐怕已经不在于个体
与家庭之间的收入与贫富差距，而
在于公共服务之间的差距。也因此，
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逐渐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成了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湖南

省委今年的1号文件提出了实施“百
城千镇万村”新农村建设工程的目
标，要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和农
户改厕5年专项行动，显然正是着眼
于此。从民生的基本需求做起，提升
农村的公共服务质量，改善民生生
活体验，美丽乡村自然会更加美丽。

村庄绿化美化净化亮化了，爱
往农村娱乐休闲消费的城里人也
会更多更频繁，农村的贫困面貌会
更加改观。从这个角度观察，农村公
共服务的提质升级，其实也是精准
扶贫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届时，美
丽而又富庶的乡村，在“返乡笔记”
中自会是另一种滋味。

■本报评论员 赵强

来论 “标语”也是城市名片 及时语

近日，吉林长春多处过街天
桥现“恐怖”标语，规劝行人文明
过街。不过，标语内容相当激进，
诸如“天桥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
你翻栏杆”“还跳栏杆， 这嘎哒都
撞死多少人了”。市民对此看法不
一。（3月15日中国新闻网）

一座省会城市， 居然有如
此恐怖的标语，尽管初衷很好，
但感情上终归是让人难以接
受。教育、引导市民遵守交通规
则，文明过街、过马路，而要以
死亡威胁，这不是规劝，而是一

种诅咒。
笔者以为，“标语”也是城市

的一张名片，应该处处洋溢出文
明、高雅的情调来，让市民、游人
感受到城市的美好和温情。其中，
当然也可以幽默一些，体现娱乐、
轻松，而决不是给人制造压力，甚
至加剧恐惧或恐怖。否则，就有违
城市发展进步的本义。

从消息中看， 悬挂上述恐
怖标语，并没有扭转市民行人的
不良行为，照样有人不去走附近
的天桥， 依然是直接翻越栏杆，

横穿马路。那么，我们只有反思城
市街道设计或天桥设置的瑕疵。
起码，这是不够人性，不够便民
的。比如，明知某一路段容易出事
故，而必须以栏杆阻挡行人，就不
应该将栏杆设计得太低，以致人
人都可以翻越或跨越。

无论如何，一座城市以恐怖
标语警示市民， 总有失文明。提
醒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一座
城市都面对的课题。究竟如何表
达这种善意，我们应该好好为此
动动脑子。 ■贾志勇

“我们应该带着感情谈论农民
工进城买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
长陈政高15日就“棚户区改造
和房地产工作” 的相关问题回
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说。

“全球经济的衰退主要归
因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市场增
长放缓。”

———摩根士丹利将全球经
济在未来一年内衰退的风险由
20%上调至30%，同时将全球经
济增长的基准预期下调至3.0%。

李克强总理今日会见中外记者

徐守盛说，在全体代表和工作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湖南代表团工
作扎实有效，既有议程完成出色。会
议期间，代表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
想大局、议大事、商国是，坚持接天
线、纳地气、顺民意，建睿智之言、献
务实之策， 共向大会提交议案20
件、建议565件，彰显了良好的政治
素质、强烈的大局意识和出色的履
职能力，充分展示了湖南代表团的
良好形象，也代表了全省干部群众
的良好精神风貌。会务组织有序，服
务优质高效，为代表团圆满完成各
项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徐守盛指出， 这次大会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南团
讨论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是指
导我省今年、“十三五” 乃至今后更
长一个时期工作的重要遵循。全省

各级各部门、各位代表要把传达
学习好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大
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引导全省上下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上来，统一到这次大会的决
策部署要求上来。要深刻领会和
把握“十二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
成就和宝贵经验，进一步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要
深刻领会和把握“十三五”期间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规
划蓝图、战略重点和重大举措，进
一步增强适应引领新常态、贯彻
五大发展理念的思想行动自觉；
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今年政府工
作的宏观政策导向、重点关键环
节和具体工作部署，进一步增强

各项工作的协调性、系统性、精准性
和实效性； 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做好
人大工作、“两院” 工作以及贯彻实
施慈善法等新部署、新要求，进一步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推进全面依法
治省各项工作。 尤其要以坚定清醒
的政治意识、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
绝对忠诚的核心意识和积极主动的
看齐意识，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
领会好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学深悟、入心入脑、见行见效，切
实以重要讲话精神来统一思想行
动、凝聚智慧力量、推动各项工作。
各位代表要把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作
为履行代表职责的重要内容， 利用
各种方式，结合本职工作，积极主动
宣传宣讲， 切实当好大会精神特别
是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宣传
者、实践者、推动者。

湖南代表团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 徐守盛主持并讲话

真正把规划蓝图变成行动方案
徐守盛强调，“十三五”宏伟

蓝图已经绘就，当前工作部署已
经明确， 当务之急是狠抓落实。
要在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中狠抓
落实。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是第
一要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挥
棒， 主动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
切实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增
长速度和发展质量、供给和需求
的平衡点，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着力抓好“三去一降一
补”重点任务，着力推进新旧发
展动能接续转换，推动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要在抢抓政策机遇
中狠抓落实。 深入研究思考，找
准中央决策部署与湖南省情实
际的结合点， 加强汇报衔接，提
前做好工作，真正把规划蓝图变
成行动方案，把潜在机遇变成工
作抓手，把政策“含金量”变成发
展“实物量”。尤其对涉及湖南的
一系列重大项目、 重大工程、重
大部署，要逐一进行梳理、列出

清单，一项一项跟进抓好落实。
要在加强民生保障中狠抓落
实。 加大全面小康建设分类指
导力度， 集中力量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 统筹抓好就业、教
育、社保、医疗卫生、安居工程、
生态环境等各领域民生工作。
要在汇聚智慧力量中狠抓落
实。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
治责任，扎实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和看齐意
识，持之以恒反“四风”转作风，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切
实抓好换届工作， 全面推进依
法治省和法治湖南建设， 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地方人大工
作，尊重人大代表主体地位，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为贯彻
落实大会精神、 开创全省各项
事业新局面，凝聚智慧力量，形
成强大合力。

■记者 唐婷 刘文韬

本报3月15日讯 今天下午，湖南代表团在驻地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审议各项决议草案、
慈善法草案建议表决稿和有关决定草案， 总结代表团工作， 就学习贯彻大会精神进行初步部
署。代表团团长徐守盛主持并讲话，副团长杜家毫、于来山、韩永文、谢勇参加。

参加会议的还有李江、张剑飞、赖明勇、康为民、游劝荣、赵永平、黄伯云等。

湖南代表团提交议案20件、建议565件

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挥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