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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履职故事

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
电视连续剧 《向东是大
海》讲述着信义行天下、热
血保家国的故事；“当代雷
锋”——
—郭明义的事迹在
这个三月再次温暖人心；两
会前，新华网、人民网等门
户网站组织的“2012年两
会调查”结果显示，网民最
关注的“5个热点话题”之
首便是社会道德建设……
如何进一步深化道德建设，
以塑造人民的美好心灵，成
为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
热议的话题。

孙淑君代表

“节能暖房”工程暖人心
本报记者

2012年 3月 5日，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来到辽宁省抚顺市雷锋小学，给孩子们上了一堂青少年关爱成长课。CFP

道德建设：塑造美好心灵

本报记者

道德感召力温润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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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唐瑾委员

房屋维修和环境建设问题。截至目前，已
累计完成 1091个弃管住宅区改造，占总
量的 80%。为解决弃管住宅区后续管理问
题，还出台了《沈阳市物业管理条例》，将
旧小区管理纳入立法，有效避免了“二次
弃管”。“困难群体对党和政府的温暖体
会得最敏感，把更多的爱献给困难群体，
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而且体
现了亲民和爱民的情怀。”孙淑君代表说。

，

构、公安、银行和工商等部门以及各个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
区县、街镇联手，建立起一张联系广泛 育，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努力
道德需要文化渗透
的“协助执行网络”，有效保障了申请 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守诚信、作奉献、促
吕新萍代表是宁夏银川市唐徕回 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每年对数千人次的 和谐的良好风尚。我的理解是要让道德
民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她用最直接的 “老赖”执行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直 成为每个人的习惯。”吉林省教育学院副
方式将德育教育“搬”进了课堂。在学 至司法拘留措施，令其为失信付出巨大 院长龚玲代表说，道德建设是构建社会
校每周的班会课上，吕新萍老师都会让 代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勇代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学生就某一热点事件展开道德辩论。她 表认为，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要据此将人类的精神家园建设得更加美
发现，学生们在这样的辩论中能学到一
“多年以前，学雷锋做好事是一件 好。
些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如何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自觉实现
再自然不过的事。现在，做好事却成了
“道德需要文化渗透。它由教育、制 一件令人纠结的事情，因为助人有风 道德自律？龚玲认为，在过去的道德要求
度、法律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贯穿在 险。”民盟中央副主席郑惠强委员为此 中，我们过多地歌颂高尚，却忽视了常态
人和社会的道德秩序形成过程中。”东 建议，从法律制度和社会机制层面着 工作和生活下的点点滴滴。其实正是常态
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盛连喜委员表示， 手，让助人者无后顾之忧，享助人之乐， 下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
教育打开道德自律之门，制度为道德筑 同时有救助之技。具体而言，就是要加 人品德组成了道德社会。“当我们向英雄
起防火墙，法律为道德撑起保护伞。并 强对助人者的保护力度，加大对被助者 投出敬仰目光的时候，不妨反思自己，我
且，道德的表现形式很多都集中在诚信 诬陷助人者行为的惩处力度。
是否做到了合格的本分。”
体系中。
目前，我国已有 29个省、自治区、 曾被誉为“最美导游”的湘潭大学学
“加强道德评价体系和诚信体系建 直辖市制定了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的 生文花枝代表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这样
—《关于设立雷锋奖，与时俱
设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广东奥威 法规条例。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 一份建议——
斯集团董事长梁耀辉代表在会上提交 杰委员认为，“这显然不够，其适用范围 进弘扬雷锋精神的建议》。她呼吁设立
了《关于建立道德评价体系和加强诚信 不能涵盖生活中诸多救助行为，比如包 “雷锋奖”，并将“雷锋奖”作为公民道德
体系建设的建议》。他认为，无论是政 括扶老人这种司空见惯的行为都没有 建设的最高奖项。
“通过不断挖掘当今时代不同领域、
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纳入道德体 涉及。而且，地方性法规差别很大，不利
系和诚信体系，以道德规范自身的行为 于我国法治建设。”他建议，应该从国家 不同类型的学雷锋先进典型，宣传一批又
举止。目前要加快建立个人、企业和团 层面进行立法，制定“公民救助法”，并 一批来自群众、有血有肉的模范人物，能
让雷锋精神更加贴近实际，更富时代气
体等各种形式的诚信档案，建立公开、 设立公民救助基金。
更加打动人心、引领风尚，让雷锋精神
完善的社会信用网络，形成失信行为的
让道德成为一种习惯 息，
永久传递下去，成为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
联合惩戒机制。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强社会 财富。”文花枝说。
近年来，上海法院相继与征信机
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孙淑君代表（左）为育智学校学
生切蛋糕。
黄古摄

。

“在我们学校门口，有两位年逾古稀
的老人因为给儿子筹钱治病而摆摊卖
烤地瓜，12年风雨无阻。”东北师范大
学校长史宁中代表的讲述从一段故事
开始。可去年初，“地瓜奶奶”因脑出血
卧床不起。到了 11月，“地瓜爷爷”又
不小心摔伤了头部，一家人断了经济来
源。东北师大的学生将“地瓜爷爷”的
故事发到了网上，并发起了一场救助行
动。从此，这里成了整个长春最火的烤
地瓜摊。媒体记者在这里轮流卖地瓜，
老人儿子看病所需要的 15万元手术费
用也在两天内被热心市民捐齐。史宁中
表示，“在寒冷的冬季，‘地瓜爷爷’的
故事让人心里暖烘烘的，相信这份感动
仍会继续传递下去，相信这道德之火不
会熄灭。”
“很多人都在用道德水平滑坡来解
释我们遭遇到的道德困惑，比如佛山发
生的小悦悦事件，经过的 18个人都没
有施以援手。我也强烈谴责这样的行
为，可我觉得相对于无德的个案，我们
的视野更应该看到的是：“最美妈妈”
吴菊萍、“守墓老兵” 欧兴田、“最美婆
婆”陈贤妹……”延边大学校长金柄珉
代表说，这些草根人物以实际行动诠释
着道德的内涵，展现着人性的美丽，并

曾 毅 赵 达

孙淑君，沈阳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
副书记、副理事长。多年来，她克服身体
残疾的种种不便，深入群众，了解民情，
为民说话。沈阳市几乎每一项民生工程
的推进，都能见到她的影子。
沈阳的冬天寒冷而漫长，供暖期长
达 5个月。为了让群众过上一个温暖的
冬天，去年冬天，沈阳市筹集资金 3亿
多元，对 300万平方米老旧住宅实施了
“节能暖房”工程。所谓“节能暖房”，
通俗地说就是给老旧的房子“穿衣服戴
帽子”，包括外墙保温、楼梯间门窗更
换、楼梯间保温，同时对供热系统进行
节能改造。
“穿衣戴帽”后的老房子不但变美
了，而且暖和了。孙淑君代表告诉记者：
去年一冬，沈阳市为 446栋老旧居民楼
做外墙保温、更换楼梯间门窗，3.6万户
居民室温平均提高 5摄氏度。保障性安
居工程是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有
效途径。去年，沈阳市共完成保障性住
房 55355套（户），超额完成省政府下
达的 49355套（户）计划任务。
孙淑君代表还关心弃管小区居住
的群体，在弃管小区居住的大多数都是
困难群体。沈阳市高度重视弃管住宅区

毕玉才

代表委员手记

让全社会都闻到书香 两会热词首选“改革”
王斯敏
本报记者

▲ 3月 13日，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闭幕。这是少数
民族委员在大会堂前
留下历史的瞬间。
本报记者 郭俊锋摄
▲

图为委员们在
人民大会堂前互相握
手依依惜别。
本报记者 赵洪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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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的提案还是关于读书。”一见面，唐瑾委员
便笑着对记者说。自 2006年我国倡导全民阅读以来，唐
瑾委员便十分留意这项工作的开展。几年下来，她深感情
况并不理想：“国家没有统一的全民阅读指导或管理机
构，现在各地推行的情况落差很大。比如深圳的读书月已
经举办十二届了，我们湖北今年才开始，还有很多地方至
今都没有把它提上议事日程。”
怎样把全民阅读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下去？唐瑾委
员认为，设立“全民阅读专项资金”不失为一条良策，“有
了这个资金，就能推动开展大量相关活动，而且有望从管
理、机制、司法等方面全面促进。”
首先，扶持出版大众优秀图书，为全民阅读提供源头
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后，出版企业肩负着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的双重压力，政府“专项资金”可以确保出版企业发
挥其社会效益，为全民阅读增加品种，增强活力。其次，在
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步骤地推行全民阅读系列活动，例
如阅读知识竞赛、阅读征文、名家谈书等，深化全民阅读
内涵。再次，“专项资金”的设立有利于兼顾经济欠发达
地区以及弱势群体的阅读需求，可用其加强公共读书服
务平台建设，为这些地区和群体提供低折扣或免费图书，
切实保障推动贫困地区民众的阅读。
“除了设立专项资金，我还呼吁国家建立全民阅读
主管机构，制定《全民阅读保障法规》和《 全民阅读大
纲》。当然，民间也要动起来，我们可以组织全国性的书
籍爱好者志愿协会，下设读书俱乐部，组织各类学习阅
读、交流宣讲活动，让全社会都闻到书墨清香！”唐瑾委
员满怀憧憬。

聂震宁（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每当两会闭幕，媒体就会敏捷地搜
索出当次会议若干热词。所谓热词，也
就是高频出现的语词，这样的语词通常
是公众最容易理解、接受和记忆的词
汇。在万众瞩目的两会上出现的热词，
往往简洁明了、集中突出地传导出两会
的聚焦点、重要精神、重要内容。两会热
词，反映实情、表达希望、彰显决心。热
词还会让人们感觉到会议内外日渐浓
厚的民主风气。
凭参会和读报的印象，今年首选热
词肯定是“改革”。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高频
出现“改革”一词，据统计多达 70处。
把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拿来比对，发现
同为“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一章，
两个报告虽然都做了比较全面的部署，
今年的报告却在部署的同时还提出了
具体要求和措施，让我们感受到更大的
决心和科学的态度。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以及“两高”
报告也都着重谈到一年来的改革和要
继续推进的改革。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
把保护人权写入总则，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将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
进行选举，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改
革。

会上会下，代表委员们都在热议改
革，在谈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文化体制
改革、社会管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政府改革……大
家对改革的目标、难题、困 境 、动 力 、突
破、共识、实效充满兴趣，各抒己见，热烈
讨论。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
的正确抉择。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未来的改革之路更为复杂、艰难，需要更
大的决心、勇气和科学精神。首先要树立
毫不动摇、永不停顿推进改革的思想和决
心。同时，要以科学发展为目标，进一步解
放思想，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做好长期
的、科学的改革规划设计，不断推进。再
有，还需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具有鲁
迅先生提倡的“韧性的战斗精神”。
今年两会，改革之情如此炽热，改革
之心如此真诚，改革之议如此坦率，更为
重要的是，毫不动摇、永不停顿，改革才有
希望，中国才有更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