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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心
6月22日下午，我市在组织收听收看

全省防汛救灾工作视频会议后，随即召开
视频会议部署我市防汛救灾工作。会议要
求，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落
细落小落实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据6月23日《湛江日报》）

6 月 22 日，我市召开视频会议对防汛
救灾工作作出部署要求，特别强调“夏季是
溺水事件高发期，我市教育、公安等有关部
门一定加强做好安全宣传和防范措施，在
重点区域增设安全警示牌，在重点时段对
危险区域进行拉网式巡查，防止溺水事故
发生”。

一直以来，我市都高度重视防范学生
溺水事故工作。每年放暑假前，教育部门
都会召开专项会议部署防学生溺水工作，
各部门、各学校更是掀起集中开展预防溺
水等安全教育的高潮。但是，会议部署不
等于落实到位、加强宣传不等于入脑入心，
最大的安全漏洞不在于机制，而在于意
识。当大家都认为所有“指定动作”都已经
做了的情况下，往往最容易被残酷的现实

“打脸”。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防学生溺水是

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有认识和操作等多方面协调的问题。当前
社会上普遍存在两种误区，有的人认为学
生防溺水工作只是学校、公安、水库管理方
等相关部门的事，往往没有意识到这应该
是个联防联控的大工程；有的人则简单地
把事故归因于家长缺乏安全意识，没有看
管好自家孩子，认为别人家的孩子轮不到
自己管。这些思想误区，往往就是漏洞产
生的源头。

首先我们要明白，暑假之所以容易出
现学生溺水事故，天气炎热不是主因，放假
不用上学形成的“监护空白”才是问题的根
源所在。对不少学生而言，暑假意味着学
校放假、家长上班，是个“放飞自己”的好时
机。没有老师、家长“盯着”，学生们三三两
两相约玩水，意外就很容易发生。只有把
这“监护空白”补上，才有可能从源头上杜
绝意外。有些家长为了弥补“监护空白”，
往往会在暑假时将孩子送去培训班，不仅
在于学技能、长知识，更是为了保安全。但
在广大农村地区，缺乏送孩子去培训班的
客观条件，又该怎样做呢？对于那些经济
条件一般的家庭，又该怎样去补这个“监护
空白”呢？笔者认为一个可行办法，就是充
分发挥村（社区）服务中心、少年宫等的作

用，让更多志愿者、社工和爱心人士参与到
学生假期监护中来。这要实现不容易，一
方面，是有些人可能存在“怕麻烦”的心理，
想着少担责任就少犯错；另一方面，是那么
多孩子在一个地点，又该让他们过一个怎
样的暑假？虽然这种“补位”并不容易，但
为了青少年儿童的安全，我们就应该不找
借口地去努力尝试。试想一下，如果假期
里，家长上班时能把孩子送到村（社区）服
务中心、少年宫，参加一些免费的文化培训
或其它活动，就有可能救回一条条鲜活的
生命，这不是很值得努力去做吗？

另外，在今年的防溺水宣传教育中，希
望教育、公安等部门能多想办法、多出新
意，加强与家长的联系，增强家长安全意识
和监护人责任意识，根据学生性格和习惯
搭配“定制式”的精准预警方案。另一方
面，则是教育、公安、水利、安监、气象等部
门要拧成一股绳，把保障学生生命安全作
为大事要事来抓，组织力量切实加强对本
行政区域内河流、湖泊、坑塘等重点区域的
隐患排查和治理，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社
区乡村基层和学生家长的积极性，加强日
常巡查，形成联防联控机制。只有全社会
都把防学生溺水重视起来，我们才能进一
步筑牢安全的篱笆。

探索联防联控的防学生溺水机制

重庆区块链政务服务平台近日正式
上线，这是重庆首次将支付宝区块链应
用于政务服务领域。借由该平台，在重

庆注册公司的时间可从十几天缩短到最
快只要3天。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科技便民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
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指导思想：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总体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
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
本之策，坚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
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作为根本目的，建立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
治理体制，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
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建设充满活力、和谐

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总体目标：到2020年，现代乡村治理的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农村基层党
组织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组织为领
导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村民自治
实践进一步深化，村级议事协商制度进一步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到2035
年，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保障
水平显著提高，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社
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主要任务：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
理的体制机制。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
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
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

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
村党组织全面领导村民委员会及村务监督
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
其他经济社会组织。村民委员会要履行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功能，增强村民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村务监督委
员会要发挥在村务决策和公开、财产管理、
工程项目建设、惠农政策措施落实等事项
上的监督作用。集体经济组织要发挥在管
理集体资产、合理开发集体资源、服务集体
成员等方面的作用。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
经济社会组织要依照国家法律和各自章程
充分行使职权。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
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
子成员应当交叉任职。村务监督委员会主
任一般由党员担任，可以由非村民委员会

成员的村党组织班子成员兼任。村民委员
会成员、村民代表中党员应当占一定比
例。健全村级重要事项、重大问题由村党
组织研究讨论机制，全面落实“四议两公
开”。加强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阵地、
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设，实施村党组织带
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持续整顿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整乡推进、整县提升，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全面落实村“两委”换届
候选人县级联审机制，坚决防止和查处以
贿选等不正当手段影响、控制村“两委”换
届选举的行为，严厉打击干扰破坏村“两
委”换届选举的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坚决
把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
涉邪教等问题的人清理出村干部队伍。坚
持抓乡促村，落实县乡党委抓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责任。落实乡

镇党委直接责任，乡镇党委书记和党委领
导班子成员等要包村联户，村“两委”成员
要入户走访，及时发现并研究解决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乡村治理和群众生产生活
等问题。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稳定的村
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制度。

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
用。组织党员在议事决策中宣传党的主
张，执行党组织决定。组织开展党员联系
农户、党员户挂牌、承诺践诺、设岗定责、志
愿服务等活动，推动党员在乡村治理中带
头示范，带动群众全面参与。密切党员与
群众的联系，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加强对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留
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特困人员
等人群的关爱服务，引导农民群众自觉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仲夏沂蒙，万山披绿。孟良崮上，白色
花岗岩筑成的纪念碑耸立山巅，形如三把
刺刀直指云天。

72年前，一场名扬中外的战役在此打
响。一方是精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张灵甫
整编第74师，自诩为“天下无敌”；一方是小
米加步枪的共产党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
被认为“必败无疑”。

然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少胜
多、以弱胜强，国民党“王牌师”全军覆没。
孟良崮战役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成为彪炳
世界军事史册的经典战例，成为中国解放
战争中意义重大的一役。

巍巍孟良崮，似一座丰碑见证着初心、
铭刻着使命，彰显着党和人民生死与共的
磅礴力量。

血染的传奇

“叫声老大娘，细听我来讲，孟良崮战
斗打得真漂亮……”这首至今还在沂蒙老
区流传的“大白话”民歌，传唱的正是孟良
崮战役。

国民党对我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后，
1947年3月改为对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
实行重点进攻，并集结主力部队，妄图寻找
我华东野战军主力进行决战或逼迫我军北
渡黄河，实现占领整个山东的战略目的。

“对解放军来说，这几乎是一场力量对
比悬殊的战役。”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里，面

对展墙上一组组对比数据，参观者的感慨
不约而同。

——从军队人数看：我军27万余人，国
民党军45万余人，兵力对比几乎是1:2。

——从武器装备看：我军是“小米加步
枪”，国民党军是“飞机加大炮”，火力可谓
天壤之别。

一张军事指挥图，显示出双方战略战
术的斗智斗勇。纪念馆讲解员赵慧介绍，
我军在运动战中包围了张灵甫整编74师，
但国民党军亦“喜出望外”，竟主动退守孟
良崮，妄图以74师为饵诱我主力，实现“中
心开花，四面反包”的目的。

5月13日，孟良崮战役正式打响。“这
是一场极其残酷的争夺战，关键阵地数易
其手，尸体堆叠了十几层。”孟良崮战役烈
士陵园管理处主任刁传东说。

尽管敌74师兵强马壮、装备精良，但战
斗一开始，张灵甫精心安排的垛庄退路就
被我军切断，预留的辎重被全部缴获，只能
在孟良崮上负隅顽抗，近乎弹尽粮绝，只得
靠宰杀战马充饥解渴。

5月16日，华野全线出击攻上孟良崮，
整编74师全军覆灭。

蒙阴县委书记王皓玉说，作为国民党
五大主力王牌的张灵甫74师的覆灭，沉
重打击了国民党的信心和士气。这一胜
利不仅扭转了华东乃至全国战局，还是我
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重要转折
点，此役之后共产党所向披靡，国民党一
溃千里。

制胜的法宝

“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够在短短几天就
消解了敌军优势、弥补了我军劣势？”

沂蒙情雕塑园里，一架青铜塑造的独
轮小推车，栩栩如生。刁传东说，这架支前
小推车让很多参观者找到了答案。

当张灵甫部队被我军围困时，国民党援
军也形成了对我军的反包围，双方伤亡非常
严重。可是，由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一幕出现
了：前面，解放军战士冲锋陷阵、前赴后继；
身后，浩浩荡荡的民工用推车、担架抢运弹
药、救护伤员、端水送粮，源源不断……

战役期间，沂蒙支前民工高达92万余
人，平均每个战士身后有3.4个支前民工提
供保障——是人民的参与使敌我力量实现
了从2:1到1:2的惊天逆转。

人民的力量，制胜的法宝。
孟良崮战役中，汶河上通往战场的木

桥被敌机炸断。“千钧一发之际，32名妇女
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扛着门板架起‘人
桥’，用柔弱的身躯支撑起几千名战士奔向
战场。”沂南县原艾山乡妇救会会长李桂芳
生前每每讲起这段经历，都屡屡哽噎。

纪念馆墙上，新华社原战地记者邹健
东拍摄的一张黑白照片，吸引了众多游客
的目光：一位农村老大娘与解放军指战员
并肩而立，右手指向远方，画面亲切自然。

赵慧说，战斗最激烈时，炮兵连长施夫
俊奉命前去摧毁敌军指挥所，但地图上怎
么也找不到具体位置。焦急万分之际，照

片中的老大娘冒着枪林弹雨来到阵地，准
确地指出了目标位置。

得民心者，人民情同手足；失民心者，
必成瞎子聋子。一名在孟良崮战役中被俘
的国民党军官曾说：“老百姓对共产党是

‘要人给人，要粮给粮’，却对我们‘坚壁清
野’，不要说人和粮了，连鬼都找不到。”

纪念馆屏幕上播放的一段视频资料耐
人寻味，原美国战地记者西奥德·怀特亲口
讲述着这样一个经历——

“1947年，我跟随3名国民党士兵在沂
蒙山区行军，人困马乏。在一个村庄里，国
民党士兵对老乡谎称是八路军，索要草料
和水。我感到很惊讶，正想反问时，这名士
兵小声跟我说‘要是知道我们是国民党，他
们就不会给我们弄了’。”

车流滚滚，民心如潮。孟良崮战役后，
山东人民没有停下支前的脚步，而是继续
跟着共产党在解放道路上一往无前。

仅解放战争期间，山东就为部队输送
了95万兵员，出动了1100多万次民工、跟
随部队转战17个省份，用小推车“把胜利推
过了长江”。

永远的初心

登上孟良崮，极目四望，但见群山苍
翠、瓜果飘香。昔日大战场，已是致富地。

“当年舍生忘死求解放，就是为了让咱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蒙阴县县长王丽云
说，经过几十年治理，几乎寸草不生的孟良
崮种遍了致富果、铺就了致富路，成为著名

风景旅游区。
山脚下，孟良晏园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大院内，经理牛庆花正和村民们一道，将樱
桃、油桃等水果分拣装箱，发往全国各地。

4年前，牛庆花还是一名留守妇女。在
驻村第一书记的帮助下，她不仅靠电商“发
了财”，还带动村里16名贫困户脱了贫。

在齐鲁大地，盯紧“黄河滩”、聚焦“沂
蒙山”、锁定“老病残”，脱贫攻坚决战决胜，
攻克下一座座深度贫困堡垒。2018年底，
沂蒙老区贫困人口、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
基本完成脱贫任务。

摆脱贫困，这道近乎无法逾越的“世界
难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破解。
迈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团结带领全
国人民攻坚克难，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经济建设上，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成效显著、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农业农村
改革扎实落地；

——在生态建设上，“史上最严”环保
法实施、环保督察掀起“绿色风暴”、蓝天保
卫战成效显著；

——在从严治党上，党的纪律检查和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巡视监督“利
剑”作用越加彰显、整治“四风”持续高压；

……
追梦路上，仍有艰险。当今世界，正面

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新的历史关头，深化改革开放仍需要闯
过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
程上，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一
定能够攻克一个个新的“孟良崮”，赢得一
场场新的胜利。

（新华社济南6月23日电）

生死与共的磅礴力量

□ 辛识平
日前，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

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再次抛出“强制技
术转让”“网络黑客攻击”等陈词滥调，还表
示“知识产权盗窃正是美国政府对中国采
取激进立场的主要原因”。

再过几天，中美两国元首将在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在这
样的节骨眼上，美国一些人又出来散播谬
论、制造杂音，不利于双方通过平等对话解
决问题。

纳瓦罗曾在其代表作《致命中国》中，
对中国进行污蔑，被媒体称为“鹰派中的鹰
派”，在中美经贸磋商中多次扮演不光彩的

“搅局者”角色。去年5月与11月双方谈判
前，还有去年12月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后，
他都曾发表强硬言论攻击中国。就在两国
元首将在日本大阪举行会晤前夕，纳瓦罗
又对中国泼脏水，并且放言：我们要么得到
很多，要么没有。

从纳瓦罗的一系列言论中，人们不难
看出，以臆想代替事实、以情绪代替理性，
正是美国一些人的思维习惯。纳瓦罗们
罔顾事实真相，无视国际贸易运行的规律
和规则，而是陷在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

零和博弈思维中，给中国罗织“盗窃知识
产权”等“罪名”，大肆炮制“中国威胁论”
耸人听闻。这些偏激的做法不仅荒谬，而
且危险。

中方《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
场》白皮书明确指出，历史和事实充分证
明，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不是
偷来的、不是抢来的，而是通过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得来的。

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已建立
起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适应中国国情的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重视发挥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取得显著成效。
2018年，中国提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达到
150 多万件，已经连续 8 年名列世界第
一；中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已达到
356 亿美元，比 2001 年增长了近 19 倍；
中国向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达到
86.4亿美元，占中国购买知识产权总额的
将近1/4。

事实最有说服力，公道自在人心。对
于一些人炒作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美国美

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欧伦斯就
公开表示，这里面存在一系列纯属夸大的
事情，一些人所做的就是“妖魔化中国”。
在2019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更
是对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
表示祝贺，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知识产权
创造和保护的典范。

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缺乏事实依
据，完全站不住脚。美国一些人一再把这
些谬论拿出来抛售，企图混淆视听，注定不
会得逞。少制造噪音杂音，多为平等对话、
解决问题创造必要条件和氛围，才是务实
而有建设性的态度。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散播谬论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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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