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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东县沙田中心小学

郭回，1997 年 4 月出生，一名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好学生，她在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积极进取，团结向上 ，在家里是父母眼中的乖

孩子，在学校是老师心目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更是同学们学习的好榜样。 在学校年年被评为

“三好学生”， 能积极参加各项有益活动， 在区

级、县级的多项活动中荣获奖项，并于 2010 年

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

（该同学为“四好少年”候选人，拟入选《湖南“四好少年”风采录》）

你只要通过寻访发现， 收集、整

理身边符合“四好少年”标准的少先

队员相关材料， 及时上报活动组委

会办公室，择优推荐参加评选。 凡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即可参与 100 名

“火眼金睛”奖的评选：连续发现并

推荐“四好少年” 候选人 5名以上者

（作者本人可自荐）；有推荐对象被入选

《湖南四好少年风采录》者；上报作品被

《三湘都市报》公开发表。“火眼金睛”奖

获得者将被报社特聘为“小记者”；直接

入选湖南省优秀少年儿童人才库；优先

参加由《三湘都市报》举办的小记者培

训班；优先入选纪念画册《湖南四好少

年风采录》。

争当“火眼金睛”，快快行动吧！

详情请见：

活动组委会网址 www.hnshsn.com

主办单位：

省少工委办公室、三湘都市报

活动截止时间

2010 年 9 月 30 日

参与对象：

全省少先队员

活动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老师、陈老师

联系电话：0731-82297302

电子邮箱：xsyg2009@126.com�

郭仔扬，常德市育才小学五

年级学生，热爱班级体，是老师

得力的小助手，同学的好朋友；

诚实勇敢，热爱劳动，热情为班

队（集体）服务。 喜爱读书，书

本， 让他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

分辨世上的真、善、美，假、丑、

恶……喜欢科技， 对新鲜的事

物充满好奇心；也注重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热爱体育，了解

奥运知识和理念， 体育成绩优

秀，打排球、跑步……同时也喜

欢跆拳道。 在平日的学习中，认

真刻苦，有良好的自信心和心理

状态，知错能改，顽强拼搏。 当

面对失败时，从不气妥。

（该同学为“四好少年”候选人，拟入选《湖南“四好

少年”风采录》）

黄逸，2000 年 9 月出生，

湖南一师二附小学生。 是一

个活泼可爱、积极向上、尊老

爱幼、乐于助人的小女孩；课

余时间喜欢打乒乓球、游泳、

跳舞和读英语。 学习、体育都

很优秀。 舞蹈功夫也很好；曾

荣获“友谊阿波罗杯童心大

奖赛” 金奖和湖南省第二届

少儿舞蹈大赛“小荷新秀”

奖。 她崇尚科学，还和同学一

起 发 明 小 创 造———环 保 粉

笔，既不会把老师的手弄脏，

也不会让 粉 笔灰 落在 地 板

上，既卫生，又很容易清理，

这样方便多了！

（

该同学为“四好少年”候选人，拟入选《湖南“四好

少年”风采录》）

博采众长———郭仔扬

常德市 育才小学 63班

运动女孩———郭回 翩翩起舞———黄逸

一师二附小四（４）班

都市快评

长沙“王海”是不规范市场的“鲶鱼”

随着地面弱冷空气和东风扰

动影响，我省天气阴沉，大部地区

有阵雨或雷阵雨， 湘南降雨比较

明显，局地有大到暴雨，最高气温

湘东南21-33℃， 省会长沙的高

温只有30℃。

明天， 我省阴雨天气还将延

续，并伴有雷雨大风和短时暴雨等

强对流天气，其中湘西、湘南局地

大到暴雨，高温将明显缓解。

全省具体预报如下：

邵阳、衡阳、永州、郴州及株

洲、 怀化南部阴天间多云有小到

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

暴雨， 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

雷阵雨；北风2－3级，雷雨时局

地短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湘东南

31－33℃，其他地区28－30℃，最

低气温23－25℃。

■记者 胡信锋

“在塑造伟人或历史优秀人物的形象时，应更多地通过健康、适宜的生

活方式进行表现，而非吸烟。”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日前向广电总局发出公开信， 呼吁在银幕和荧屏上“禁

烟”。历史题材影视剧中，《建国大业》的烟草镜头最多，出现烟草镜头占总片长的

11.76%，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许桂华为此表示，希望正在筹划的《建党伟业》中

能减少烟草出现的画面。

“精神病患者，可免试上岗。”

厦门某影视广告公司“求才心切”，在网络上发布招聘信息时，不惜出此怪

招。对此，不少网友惊呼其为“最雷人”的招聘信息。该公司美其名曰体现该公司

“极富创意”的运作理念。

“我们对一些激励人成长的流行语习以为常，什么‘知识改变命运’，什么

‘今日我以学校为荣、明日学校以我为荣’ ，等等。殊不知这些口号给了

学生无比沉重的压力。 我们的教育不仅在把一个人的未成年时段当成

了满足成年人某种愿望的工具， 还把一批又一批学生的今天当成了他

们自己明天的工具，即所谓‘今天没有意义，一切为了明天’。”

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近日在北京一教育论坛上如是说。他认为，从以

人为工具到以人为本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大趋势。

“与其在俊男美女堆中浮浮沉沉，变剩男剩女，不如在丑男女中变王子公主。”

全球首个专为丑八怪而设的相亲网站———“丑虫舞会”网站8月16日正式成

立，至22日为止已有1500人注册为会员。网站创办人詹姆斯说，“英国35%属于

平庸一族，15%才是俊男美女，其它全是丑八怪。丑八怪长得很丑，但很温柔，偏

偏市场上没有愿接受丑八怪的相亲网站”。

长沙许先生在雨花亭福海堂

药店买“假”十倍索赔的事情被报

道后，关于长沙“王海”的现象再次

引发热议。（详见本报昨日A04版）

无论新闻中的这位许先生是

否当之无愧地被称为长沙“王海”，

他去讨说法之前显然做足了功课。

一般消费者大多数没有他对食品

安全方面的法规了解得那么详细，

知识也没那么专业。 比如他买的

“下火王”是QS打头的食品准字号，

属于食品而不是药品。按照去年6月

1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第五十

条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

加药品。所以，食品类别的“下火

王”是违规生产经营的产品，因为

其配方中注明的板蓝根、夏枯草等

中药材确实不在卫生部公布的《既

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之中

， 当初引发社会普遍关注与争议的

王老吉凉茶“配方门” 事件，“夏枯

草”正是其中主角。如果没有充分研

究、准备，许先生可能就不会那么理

直气壮，经得起考验了。

不管怎样，许先生的说法与要

求，是有理有据，有法可依的。《食

品安全法》 第九十六条还规定：生

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

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

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

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这规定

本身就有惩罚性意味在里面，旨在

加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即使经营

者觉得有些“冤”，也只能怪自己撞

到了枪口上。实际上，许先生的诉

求依据主要是《食品安全法》，而不

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用

至今仍饱含争议的“恶意消费”的

概念推卸责任是十分牵强的。

可见，相比之下，经营者无论

是在产品质量控制与责任风险控

制方面的表现都显得十分的不专

业。作为专业的药店，应该能分得

清食品与药品的标号，更应了解其

经营的产品成分是否符合国家法

规规范。药店经营食品或者其它商

品，如果没有登记，就是超范围经

营，也属于违规。因此，经营者首先

应该有自查自纠的自觉，才能从根

本上规范经营，减少损失。

而监管者也不应只当和事佬，更

该借机普及宣传法律知识， 发挥主观

能动性。具体到这个事件，完全可以由

点带面地来一次全面的专项问题检

查， 规范药店经营的同时还应追查违

规生产者，让人民群众更有安全感。

“物必先腐而后虫蛀之”， 如果

经营者、 监管者自身的漏洞没有堵

上， 就必定会招来不当得利者的青

睐。因此，从积极的意义去看，“王海

们” 对经营者来说是麦当劳里不请

自来的“神秘顾客”，对监管者来说

是让市场不规范行为时刻保持警醒

的鲶鱼，未尝全是坏事。 ■赵强

雨水入湘

高温缓解

长沙市：阴天间多云

有阵雨或雷阵雨； 北风

2－3级； 最高气温30℃，

明天最低气温26℃。

“没有最大， 只有更大”。这

不，一眨眼工夫，“三最”女贪官又

登场了。

能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

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

必定不是浪得虚名———抚顺市顺

城区国土资源局女局长罗亚平，

是为正科级，名之为“官”还有点

抬举了她，不过小吏一个；贪污数

额到底有多大？ 她在某银行的保

险箱里放着几张存单， 每张都拖

着一长串“0”，办案人员反复核对

确认是一个多亿后， 全都惊呼起

来！ 若问她手段怎样恶劣， 三个

字：赖，黑，色。

如此一条涉案金额高达

1.45亿元的“大鱼”，究竟是什么

样的“肥水”池塘把她养大的呢？

罗亚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