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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
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本报4月11日讯 4月11日上
午， 由省委宣传部和长沙市委宣
传部举办的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
奇》座谈会在长沙召开，专家学者、
主创人员和观众代表进行了现场交
流研讨。

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是国
内首部全景展现刘少奇人生历程的
影视剧作品， 目前正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热播， 取得了同
时段收视率第一的佳绩。 该剧从刘
少奇入学开蒙讲起， 着重呈现他在
革命战争年代身经百战、 出生入死
的卓著功绩， 带领观众感受革命先
辈的人格魅力和崇高风范。

全国人大外事委委员、 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对
该剧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认为该剧
主题鲜明、史料翔实、人物饱满、制
作精良，是一部难得的电视剧佳作。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蔡
振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认为该剧堪
称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文艺精品。同时，蔡振红就如何
抓好我省文艺和电视剧创作生产提
出要求:要紧跟时代步伐，立足本土
优势， 坚持打造精品， 营造良好环
境，进一步擦亮“影视湘军”品牌。

■记者 余蓉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今天从省文明办获悉， 省文
明办、省公安厅、省民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纠“四风”
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
今年将持续深化文明节俭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 推进
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

据介绍，文明办、农业农
村部门将把文明节俭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纳入文明单位
（村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美丽乡村建设等重要考核指
标，作为道德模范、星级文明
户评比等重要依据。 针对滥
办酒席、 天价彩礼、 薄养厚
葬、攀比炫富、赌博成风等突
出问题， 将依法依规修订完
善村规民约， 推动基层群众
自治。 公安部门将加大城乡
居民打牌赌博问题整治力
度， 坚决取缔赌博类经营场
所， 提倡城乡居民参加健康

向上的娱乐休闲活动。
各级有关部门将加大监

督查处力度。对群众举报、监
督发现的党员干部违规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问题， 从严查
处； 对相关责任单位履责不
力、以形式主义应景交差导致
陈规陋习得不到解决，造成不
良影响的，严肃追责问责。

加大投入， 选择有条件
的地方推进婚姻登记机关标
准化建设、村（居）文化礼堂
（文化广场、文艺队伍）建设、
村（居）婚丧喜庆公共活动场
所建设、 农村殡葬基础设施
建设。按照省市支持、以县为
主、以奖代补等方式，今年实
施“四个100工程”，即：扶持
建设100个标准化村级综合
服务平台、100个标准化婚姻
登记机关、100个标准化红白
理事会、100个农村公益性公
墓。 ■记者 李国斌

“开游船”的老党员：
讲红色故事 念党的恩情

今年74岁的西柏坡村老党员
闫青海， 很小时得了一场重病，绝
望的父母打算放弃。董必武夫妇在
回家路上发现了这名弃婴，立刻把
他送到中共中央机关医院救治，孩
子就这样活过来了。

“共产党的恩情不能忘。”闫青
海说，长大成人后，自己时刻想着，
只有艰苦奋斗，带头致富，把西柏
坡精神发扬好，才不辜负老一辈革
命家的救命之恩。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西柏
坡。当时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闫
青海，发动村里五六个壮劳力与他
一起到石家庄当装卸工；后来，带领
村民在水库打鱼，依托红色资源，开
了西柏坡第一家“农家乐”……闫青
海成为村里首个“万元户”。

如今，走进西柏坡，一幢幢白
墙灰瓦的农家院整洁漂亮，一条条
平坦宽阔的马路通到了各家各户，
村民发展起了旅游服务业，年人均
纯收入上万元。

虽已过古稀之年，闫青海依然
闲不住，还在开着游船。“游客都喜
欢坐我的船，听我讲当年党中央在
西柏坡的故事。”闫青海说，我要让
更多的人了解西柏坡的红色历史。

打造“美丽”的村支书：
时刻牢记“两个务必”

紧邻西柏坡的梁家沟，与西柏
坡纪念馆咫尺之遥

梁家沟是水库移民村。今年51
岁的陈国平1996年开始担任梁家
沟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当地遭
遇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

陈国平带领村民重建家园后，
吸引投资建设了西柏坡民俗博物

馆和嘉旅宾馆，每年为村集体创收
20多万元。

2009年， 他学习外地经验，推
动梁家沟新民居建设：集中一片土
地建小洋楼，拆掉旧房发展其他产
业。新民居建好了，家家搬进了二
层小洋楼， 原先占地300多亩的宅
基地压缩到了60多亩。

村民的新居，一楼自住，二楼作
为农家旅馆招待游客。村里建了旅游
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统一服务标
准，为周边农村树立了标杆。

腾出的土地，建成了景区停车
场、红旅小镇、旅游宾馆。一个以红
色文化实景演出为特色的西柏坡
红秀剧场正在建设中……梁家沟
村被河北省委、 省政府评为首批
“美丽乡村”。

“西柏坡是咱共产党员的精神
家园。”陈国平说，整体脱贫了，更
要时刻牢记“两个务必”，不能被成
绩冲昏了头脑。

追求创新的大学生：
勇于进取谋幸福

2005年，23岁的闫二鹏大学
毕业后回到家乡西柏坡，从母亲手
中接管了家庭宾馆。他不满足于传
统经营模式，成立了村里第一家旅
行社，建了西柏坡旅游网。

为了更好深挖红色文化，提升
服务内容和品质，他经常去外地考
察，学习借鉴好的经验。近几年，他
注册了培训公司， 聘请了专业人
员，创新了培训方式；还与携程、去
哪儿网等各大网络平台合作。

在上大学时就加入共产党的
闫二鹏说，生在西柏坡，身上有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他理解，西柏坡
精神中的艰苦奋斗，不是守着贫穷
过日子，而是勇于进取谋幸福。

■据新华社

4月9日，杭州一女童模被一名
成年女性踢踹。视频中，该女子因
女童不想拍摄， 从而踢踹了女童。
据童模合作商家表示，该女子为女
童“妞妞”的妈妈。4月10日，该女子
在微博发表道歉声明称，绝无虐童
之意。（《北京青年报》4月10日）

近些年来，儿童参加商业活动
的情况并不鲜见， 在一些广告中，
孩子更是受商家青睐的对象。而
“童模”作为一种眼球效应，也已经
成了利益的代名词，无论是商家还
是童模的家长，都能通过童模来实
现自己的利益。这次，通过这个视

频，原本不为人知的童模行业也随
之被揭开 :�仅在浙江某个童装产
地， 就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童模，从
全国童装业以及童装电商的发展
来看， 童模需求量自然也是巨大
的；同时，童模收入也十分可观，普
通童模一天“工作”8小时，“日薪”
平均4000元，网红童模收入更高。

正是因为收入高，市场需求量
大，吸引着一些家长将孩子送进了
这一行业。《中国青年报》曾经做过
一个网络调查，69.6%的人直言当
前社会儿童参加商业活动的现象
较多。尽管一些童模的家长表示只

是让孩子多一些生活体验，但从不
少童模的劳动时长、与商家持续签
约状态来看，这已经不是纯粹的体
验了，而是当做一个赚钱的营生来
做。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这种
劳动用工是否在合法范畴内？

童模大多年龄不大，十岁以下
的孩子占大多数。而根据司法领域
的国际惯例，是禁止儿童拍摄广告
或者参加商业活动的，瑞典就立法
全面禁止12岁以下儿童的电视广
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儿童广
告的国家。我国的《广告法》也明确
规定，“不得利用不满十周岁的未

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民法总
则》更是规定:�“在作出与被监护人
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
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
护人的真实意愿。” 视频中的小女
孩妞妞是否出于真实意愿从事童
模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她因
为拍照姿势不到位挨母亲踢来看，
至少当下她是不乐意的。而商家以
三四岁的孩子作为广告模特，显然
也违背了《劳动法》和《广告法》的
相关规定。

电商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童模
这一行业的兴盛，同时也将不少问

题彻底暴露了出来。儿童的过度商
业化，到底应该如何管？通过“妈妈
踢踹童模事件”摆在了整个社会的
面前。无论是立法层面还是执法层
面，恐怕都不能再等闲视之，对于
该行业中来自商家或父母对儿童
的侵权行为，加强监管惩治已经势
在必行， 而对于相关法律中的如
“童工”“广告代言人”等概念，也需
要进一步明确，以法律去充分保障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如此才能使
儿童参加商业活动回归健康良性
的轨道。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儿童过度商业化，应该如何管？

艰苦奋斗，不是守着贫穷过日子，而是勇于进取谋幸福

西柏坡：70年，三代人的精神传承
革命圣地西柏坡。松

柏苍翠的柏坡岭， 如一位
历史老人， 注视着这片红
色热土上70年的变迁。

记者近日走进西柏
坡，倾听老、中、青三代人，讲述不同时期传承西
柏坡精神的奋斗故事。

我省持续深化文明节俭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

今年将建100个
标准化红白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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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闫青海在给孩子们讲奋斗创业的故事。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