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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中国共产党从西柏坡迈开“进京赶考”的步伐。70年来，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神州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同庆祖国华诞，不忘奋斗初心。即日起，本报开设“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栏目，集中推出系列报道，深刻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
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和宝贵经验，讲述普通人与新中国同成长、共命运的动人故事，激发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凝聚
新时代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赶考”从未停步，西柏坡交出满意答卷
奋斗的足迹——
—来自西柏坡的蹲点报告
暖风轻抚西柏坡，
又是一个春天。
70年前的3月，党中
央从这个背靠太行山的
小村落动身前往北 平 。
毛泽东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
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下“赶考”脚步。神州大地
上，一幅幅壮丽的发展画卷在描绘，一部部感
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在书写。

奋斗，不负使命荣光

一份喜报，令人欢欣：2018年
9月，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脱贫出
列，摘掉32年的“贫困帽”。
70年前，中共中央进城前夕，在
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
中国的宏伟蓝图；
“
两个务必” 的号
召，警示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平山县委书记李旭阳清晰记
得，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西柏坡， 同干部和群众座
—
谈时的场景——
“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平山党员干部， 带头坚持
‘两个务必’，把谦虚谨慎、艰苦奋
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要求落
实到履行职责的各个环节， 以实

际行动取信于民。”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从
“
两个务
必”的见证者到践行者，老区的党员
干部用扎扎实实的行动，为伟大精神
写下生动鲜活的注脚。
今年51岁的陈国平，曾长期担
任西柏坡镇梁家沟村党支部书记。
1996年上任伊始， 面对特大
洪灾， 陈国平带着班子成员和壮
劳力组成“工程队”， 苦干100多
天，修复了道路，新造耕地100亩。
2009年， 梁家沟村启动新民
居建设， 陈国平主动选了最差的
一块宅基地。建设旅游路、打造红
色旅游小镇，需要拆迁，陈国平和
3位村干部率先拆了自家房子。

奋斗，为了美好生活

西柏坡纪念馆里， 几张黑白
图片记录着历史。
70多年前， 中共中央工作委
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
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耕者有其田”， 点燃了中国人民
“翻身立家”的热望。
上世纪50年代， 由于岗南水
库的修建， 西柏坡人从稻麦两熟
的“米粮川”搬迁到贫瘠的高岗旱
岭上，人均耕地锐减，生活一度变

评
论
4月8日，4岁的益阳小朋友琪
琪（化名）由爸爸驾车送上幼儿园，
可是粗心的爸爸竟将孩子忘在车
内。到下午5点被找到，琪琪已经离
开了这个世界。事后，家长质问为
何孩子没来幼儿园，园方没有及时
向家长确认去向？目前双方达成和
解，园方赔偿3.2万元。
无疑，这又是一起因家长疏忽
大意导致孩子不幸死亡的悲剧，在
为四岁的琪琪痛心的同时，家长监
护问题也再次让人们百味杂陈。孩
子作为弱小个体，认知能力和自我
保护能力都比较弱，因此其生命安
全全赖监护人的小心监护。但不可

得艰难……
74 岁 的 老 党 员 闫 青 海 的 身
上， 浓缩了西柏坡人的奋斗创业
史：年轻时开运输船，进城打工，
开办西柏坡第一家“农家乐”、成
为村里首个“万元户”……闫青海
一直相信，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
“过去，党带领老区人民翻了
身，如今又带着老区人民脱了贫。
艰苦奋斗的精神啥时候都不能
丢。”闫青海说。

奋斗，书写发展新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山县以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大力实
施“生态立县、旅游兴县”战略，推动
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截至2018年， 平山县创建5A级
景区1家、4A级10家。2018年全年接
待游客1710万人次， 同比增长30%；
旅游收入达129亿元，同比增长35%。
“天蓝蓝的，云白白的，呼吸着新
鲜的空气，多好啊。”“环保先锋”封彦
彦对绿色发展有着深刻体会。
过去，封彦彦开厂子生产耐高温
砖。“平均每天要烧掉几吨煤，搞得浓
烟滚滚。虽然挣钱，但成天被告状投
诉。”随着国家对环保越来越重视，封
彦彦觉得再这样干不行。
于是， 从自行研发适用于自己企
业高温窑炉的环保设备起步， 到依靠
摸索出来的技术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成
立环保公司，再到砖厂关门、环保公司
进入发展快车道， 封彦彦在倒逼转型
中打开了事业发展新局面。“过去生产
耐火砖，每年产值以千万元计，现在做
环保，每年产值以亿元计，没法比。”
新的起点，新的目标，新的挑战。
摘掉“贫困帽”的平山县，有了更加宏
大的愿景——
—打造市域次中心，建设
生态富裕文明和谐中等城市。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 一百
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
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年新年
之际，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撰写题为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世
界庄严宣告。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
如磐石的信心、 只争朝夕的劲头、坚
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
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
总 书 记发 表的 2019年 新年 贺 词 ， 激
励、鼓舞着亿万人民。
站在西柏坡，置身新中国出发的
地方，感受历史与现实的回响，心潮
■据新华社
澎湃，豪情满怀。

京湘政协委员首次远程网络议政
“
零距离”共话政协工作提质增效
本报4月10日讯 新时代
政协工作如何提质增效？4月
10日上午，北京市政协、湖南
省政协通过互联网开展远程
连线交流，京湘两地委员共话
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这也是两
省市政协在运用网络议政、远
程协商上的一次跨地域的创
新探索。
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湖
南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参与本
次远程连线。
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视
频在北京市政协主会场、湖南
省政协主会场、北京“委员听
民意”现场、湖南委员线上线
下联动值班现场等17个场地
进行切换，20多位政协委员、
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群众通过
网络“面对面”交流。
近年来，北京市政协和湖
南省政协就如何提高履职质
量，均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
尝试。2018年， 北京市政协不
断推进网络议政。开发市政协
网站手机移动端，打造“提案
办 理 面 对 面 ”“委 员 听 民 意 ”

“模拟政协”等履职品牌。而湖
南省政协从2016年起开始打
造政协云平台，打造“不落幕
的政协全会”， 打通了省市县
三级政协的联通渠道，打造了
一系列有影响、有实效的“拳
头产品”。
湖南省政协主席李微微表
示， 京湘两地政协打破空间限
制， 围绕一个主题开展远程交
流， 这是一次全新探索和有益
尝试。 北京市政协在搭建协商
平台、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提案
办理、 委员队伍建设等方面工
作有特色、有亮点、有品牌，展
现了政协工作的“首都风采”，
湖南省政协将认真学习借鉴北
京市政协在推动政协工作提质
增效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
对于湖南 省政 协 在打 造
政协云、微建议、委员网上值
班室品牌活动等方面形成的
新思路、新平台、新机制，吉林
表示印象深刻，值得北京市政
协认真学习借鉴。 （详细报道
请扫本版报眉二维码）
■记者 陈月红

“记者在扶贫一线”活动启动
20名记者将扎根到19个贫困县开展新闻扶贫
本报4月10日讯 今日上
午9时，由省委宣传部、省扶贫
办和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
开展的“记者在扶贫一线”活
动在长沙启动。 省委常委、省
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出席仪
式，并作重要讲话。
本次活动从省直新闻单
位选派20名编辑记者 （含1名

宣传干部），新华社湖南分社派
1名记者，分赴省扶贫开发办和
我省尚未摘帽的19个贫困县
参加实践锻炼，为期9个月。
蔡振红要求，参加实践锻
炼的编辑记者要把自己当成
脱贫攻坚的一员， 全身心投
入、全方位参与到当地脱贫攻
坚工作中去。 ■记者 黄海文

孩子的生命安全，丝毫马虎不得
否认，一些家长的责任意识和风险
意识仍然薄弱，从而导致不少悲剧
的发生。怎样才可以将悲剧的发生
概率最小化？
从意识培养层面来说，由于孩
子对一切都有强烈好奇心，因此各
种风险的发生可能性也非常大，
水、火、电、交通等，发生意外事故
的频次都特别高，除此之外，食物、
玩具， 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物品，
也都有可能引发意外伤害甚至致
死。父母作为监护人，理应在准备
迎接新生命时就要多多了解育儿
知识、安全知识、急救知识，以万分
的小心去养育和保护孩子，要化解

各种有形无形的风险，让孩子平安
健康。从这一方面来说，父母背负
的是“无限责任”，至少在孩子长大
成人之前，很难懈怠也不应懈怠。
从法律规范层面来说，我国的
监护人制度相对不完善，并没有剥
夺不合格监护人监护权的规定，也
就没有足够的警戒作用，使得一些
家长不具危机意识，不会自发地增
强责任感。此外，虽然在《民法总
则》《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反
家庭暴力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
相关司法解释中都有相应规定，
“对于监护中出现的侵害行为，行
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

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但就目前情
况而言，监护失职的处罚则规定比
较粗陋，仅民法总则规定，监护人
不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承担法律责
任，然而具体什么法律责任却没有
明确。 在儿童意外死亡的背后，监
护人角色缺位，履责不到位，个别
监护人抱有“侥幸心理”，都是直接
导致事故的原因，而事故发生后追
责成本低，惩罚力度不够又很难起
到教育警示作用。
当然， 对于无心之过和故意
伤害，需要区别对待，但意识培养
和法律规范却是必须要跟上去的，
毕竟这是保证孩子安全的两道屏

障，缺一不可。至于此次新闻事件
中幼儿园赔偿3.2万元，不少人为之
叫屈，但如果细究起来，其实也不
冤， 至少幼儿园在考勤制度方面
确实存在漏洞， 没有及时发现问
题，这也给教育，尤其是幼教机构
提了一个醒，在保障孩子的安全方
面，更应该细之又细，确保不出任
何岔子。
孩子的生命安全，丝毫马虎不
得。希望各位家长、老师，都要引以
为戒， 提高风险意识和责任心，不
要再让无辜的孩子死于疏忽之下
的意外，毕竟，太痛心了！
■本报评论员 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