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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哲 学 家

说，人的自我必

须由人自己去创

造。对于在成长

中逐步完善自

身、创造自我的

少年儿童来说，需要多种心灵的营养。

积极向上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滋养他

们成长的宝贵精神食粮。

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

这些熟悉的名字是一代代孩子们心中

美好的记忆。在世界文学史上，许多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创作出大量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如瑞典拉格洛

芙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比利时梅

特林克的《青鸟》等等。这些作品以其

美好的理想主义、丰富的想象力、平易

而优美的风格显示出一种深邃的灵

感，激发读者的想象，滋养受众的心

灵，是人类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一本好

书，如同与一位良师益友对话，可以引

领孩子们的心灵走向人类灵魂的高地。

而读一本不健康的书，则于心灵有害。

最近，听到一位儿童文学专家讲了

这样一件实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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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小女孩，学

习很好，爱读书。在读了一套恐怖书后，

产生幻觉，总是想吐、恶心，白天上课时

会站起来对老师说：“老师，黑板上有个

鬼！”后来，不让她再接触这些不良的东

西，治疗一年多才好转。这个例子也许

有些极端，但由此可见消极文化产品对

孩子们心灵戕害的冰山一角。

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某些以恐怖为

主题的不良小说，为了吸引眼球，利用少年儿童好奇心强的

心理特征，刻意制造噱头，为了恐怖而恐怖，格调不高雅，内

容不健康，情趣不高尚。诸如以“墓地”、“幽灵”、“鬼”、“尸”为

描写对象，以“极度心寒”、“魂飞魄散”、“鸡皮疙瘩”、“零点尖

叫”、“毛骨悚然”为描写情境等等。这种消极的“恶搞”文化带

给少年儿童的只能是心灵的伤害，而不是美的教育与享受。

少年儿童的好奇心强，但是非判断力弱。他们很难对消

极不良作品进行很理性的区分，因而正确的引领很重要。正

如一位教育学家所说，好奇心本身并无正负或好坏之分，只

是孩子在一个成长阶段表现出的心理特征。你用积极的东

西吸引他，他就会产生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用消极的东西

吸引他，他就会表现出某些消极的特征。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我们应该思考怎样与时俱进，多创

作一些积极向上、有时代感、有吸引力的儿童文学作品，而家

长和学校也要多引导学生们读好书，以从根本上对劣质文化

产品进行抵制和驱逐。

无数事实表明，人的品位、情操和修养，常常得益于孩

提时期的读书经历。只有用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滋养孩子

们的心灵，才有助于他们成长为祖国的栋梁，去创造一代人

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李源潮在山东考察调研时强调

学习实践活动要促进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促进服务群众
本报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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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董宏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近日到山东调研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他指出，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要以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促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促
进服务群众，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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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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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李源潮一行先后到山东省龙口市和桓台
县的企业、农村和机关，实地了解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试点工作情况，并在济南召开座谈会，听取山东省、市、县、

乡负责同志对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意见和建议。
李源潮充分肯定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

绩。他说，今年以来，山东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同志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
高举旗帜、开拓进取，保持了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保持了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他希望山东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进一步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
解发展难题，努力在科学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

李源潮指出，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中央部署，奥运会和残
奥会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将在全党展开。各地各部
门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共识，用思
想解放促进科学发展。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改善民生。要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在科学
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赖资源消耗向主要
依赖科技创新转变，由主要依靠低成本人力资源向主要依靠高
价值人才资本提升。

李源潮指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党的建设和组织工
作，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各级领导班子要加强思
想政治建设，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转变
作风，与群众同甘苦、心连心。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
健全服务和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坚决整治用人
上的不正之风，进一步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要创新基层党建
工作，提升基层党组织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群众
的能力和水平。

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省长姜大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
淞等陪同调研。

摩纳哥公国元首抵京出席奥运会相关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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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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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孙奕、缪晓娟）
"

日下
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迎来了前来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及相关
活动的摩纳哥公国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

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吴红波在机场迎候。阿尔
贝二世亲王将在华停留数天。除北京外，他还将去青岛、香
港等地观赛。

向 道 德 模 范 致 敬
———全社会蔚然兴起公民道德建设新热潮

新华社记者 李亚杰 李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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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对于河北省衡水市南臣赞村农民林秀贞
来说，注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她将站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见证“鸟巢”圣
火熊熊燃起。在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和林秀贞一样
来自全国城乡基层的道德模范，将出席观看北京奥运会。林秀
贞高兴地说：“以前只知道奥运会在‘鸟巢’开幕，再过几天俺可
以看到真的了。现在还觉得像是在做梦……”

在当今时代，我们身边有无数像全国道德模范这样助人为
乐的人、见义勇为的人、诚实守信的人、敬业奉献的人、孝老爱
亲的人，彰显着凡人善举的道德品格，推动着我们的社会更加
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由衷的赞誉·崇高的褒奖·衷心的致敬

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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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秋
"

月，为全体公民尊敬、钦佩和学习的道德模
范，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首都，接受人们最由衷的赞誉、最崇高
的褒奖和最衷心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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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欢声笑语。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等领导同志与全国道德
模范一一握手，亲切交谈，合影留念，并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进程中，我们始终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
设，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道德保障。

这既是对全国道德模范的高度
赞扬和充分肯定，也为我国精神文
明和思想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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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文明办、全国总
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决定
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推动公民
道德建设深入发展。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建设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评
选范围最广的活动，共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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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全国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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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获得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他们是我国新时期新阶段的道德旗帜，是千百
万人民群众道德意识、道德愿望和道德追求的集中体现。
“评选全国道德模范，有利于把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传播到

千家万户，把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要求渗透到工作生活中，营
造知荣辱、树正气、促和谐的社会风尚，拉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与人们的距离。”中央文明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全国各地把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作为加强公民道
德建设的有效抓手，周密部署、广泛发动，兴起学习先进、崇尚
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

平凡的举动·动人的故事·高尚的情怀

湖北口是湖北省西北角鄂陕交界处的一个古老关口，几公
里外有个桃园沟，胡安梅就是桃园沟小学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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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她用
爱温暖贫困生的心，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深山红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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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父亲胡德荣倒在奋斗了一辈子的讲台上，只留下
了一沓为学生垫支学杂费、学生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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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欠账单。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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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胡安梅毅然接过教鞭。
一学期下来，胡安梅就被乡里评为优秀教师。但民办教师

当时月薪仅
(&

元，半年内胡安梅不仅没收回父亲为学生垫支的
欠款，自己的工资还全部为学生垫了学杂费。

在全国道德模范的身上，并非都有惊天动地之举。尽管岗
位不同、职业不同、事迹不同，但他们都来源于平凡生活，受到

广泛的认同和爱戴———
((

岁的重庆市中山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顾顺华从医整整
"$

年，在医学上刻苦钻研，在工作中不知疲倦，成为医院“不倒的旗
帜”和病人心中“最亲的亲人”；

南京中央门长途汽车站李瑞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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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姐妹满怀爱心，千方
百计帮助有特殊困难的旅客，在车站、在社会营造了相互帮助、
相互关爱的温馨氛围；

李玉兰，安徽省蚌埠市家喻户晓的“形象标杆”。她以一间小
饭店维持全家

*#

口人的生活，却喜欢助穷济困，累计为社会捐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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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还有洪水中勇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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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退休教师李明素，引资捐资助学、
培育一代英才的刘月生、王世昌夫妇，奉献爱心的义工歌手丛
飞，助人为乐无止境的邱娥国，真心谱写“爱心邮路”的全二平，
点滴铸就丰碑的吴天祥……

善行无疆。全国道德模范用自己平凡的举动，让爱与付出成
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

深入的巡讲·广泛的传播·浓厚的氛围

为充分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发
展，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广泛组织道德
模范巡讲活动。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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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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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全国助人为乐模范李明素、林秀贞、吴天
祥，全国见义勇为模范徐伟，全国诚实守信模范尚金锁，全国敬

业奉献模范张云泉、许振超、李素芝，全国孝老爱亲模范黄来女
以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于凯、董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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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京，特
邀济南市“泉城义工”代表、北京助人为乐好市民刘学军等道德
建设先进典型参加在京巡讲活动。

演讲报告、现场互动、专家点评、座谈讨论……巡讲活动方
式生动有效，让道德模范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谈心交流，让道
德模范的先进事迹更好地走进群众心中。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大学、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等
举办报告会；在北京崇文区金鱼池社区、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座谈
会；在河北沧州市举办“沧州好人”座谈会……各界群众

*

万余
人现场参与了道德模范巡讲活动。

巡讲活动中，道德模范畅谈自己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深切体
会，以朴实的语言诠释“讲道德、做好人”的人生信条和道理。

大家一致反映，通过面对面交流、零距离接触，上了一堂生
动实际的道德教育课，对道德模范的了解更深刻了，对他们的品
德从内心更尊敬了……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
+

月中旬起组织开展了“百城市道
德模范巡讲网上行”活动，逐一展示包括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和创
建工作先进城市在内的

*$$

个城市道德模范巡讲活动情况。

人文的奥运·榜样的力量·文明的新风

走进全国道德模范武秀君位于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滴塔村
的家，她那张在“鸟巢”旁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去年

&

月她
参加全国道德模范颁奖仪式，组委会组织参观北京奥运场馆时

拍摄的。
照片里的武秀君笑容灿烂，而在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的背后，

是她信守诺言，替丈夫还债
#*$

余万元的艰辛四年。人们得知武
秀君当选奥运火炬手时，竖起大拇指说：“武姐是诚信的楷模，她
当火炬手最称职。”

吴天祥、黄来女、张云泉、李素芝、王一硕、全二平、钟南山、
许振超……这些感动世人的全国道德模范，都有了一个新称
号———“奥运火炬手”。
“全国道德模范担任奥运火炬手，组织全国道德模范观看奥

运会、残奥会，就是要在全社会进一步倡导向道德模范学习，为
‘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提供强大的动力，为奥运会成功举
办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中央文明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在全国道德模范事迹感染下，文明热潮正在席卷北京、奥运
协办城市和全国各地———
“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社会影响广泛，社会文明程度

不断提升；大力开展宣传普及文明风尚志愿服务、赛场文明志愿
服务、窗口行业志愿服务、平安奥运志愿服务等活动；开展赛场
文明手势宣传推广活动；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迎奥运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片，深受观众好评……

首都精神文明办有关负责人说：“奥运会是一个契机，我们要抓
住这个契机，广泛开展学习道德模范活动，推动市民素质现代化。”

目前，在北京街头，在公共场所自觉排队、文明礼让已经蔚
然成风，被国外媒体形容为“一道新的文明风景线”。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邓希泉
博士说，在全国人民喜迎奥运之
际，全国道德模范再度成为振奋
人心、鼓舞斗志的标杆。我们要向
道德模范学习，以文明新风喜迎
奥运，共同迎来一个有特色的人
文奥运，让世界看到文明古国的
独特魅力。

强烈的反响·奋进的源泉·永远的激励

著名作家老舍的《龙须沟》中有一个穷苦孩子———“小妞
子”，她一直梦想过上幸福生活，但在旧社会的压迫下，最后
掉到臭水沟淹死了。

今天，在龙须沟的原址———北京崇文区金鱼池社区成立了
“小妞子”基金，帮助那些家庭特别困难的人。

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以来，各地把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摆
上重要日程，褒奖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英
雄”，推崇在基层涌现的“凡人善举”。

同时，中央文明办制定《帮扶生活困难道德模范实施办法》，
对生活困难的全国道德模范进行帮扶。

各地各有关部门从实际出发制定奖励和帮扶办法，对本地区本
系统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给予奖励，从政治上、工作上、生
活上关心帮助他们，“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导向在全社会日益形成。

清华大学大四学生贾一兵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因为他成为
了一名北京奥运服务志愿者。
“从道德模范的身上，更多的人看到了奉献中得到的快乐。

作为志愿者，我们也愿将志愿精神传递给所有人，让大家从微笑
中看到志愿服务的快乐。”贾一兵说。

各地干部群众都表达了一个共同心声：从自己做起，从点滴
做起，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者，做思想道德建设的推
动者，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上接第一版）在此基础上，唐山又实施了十大幸福工程，在全
省率先进入“全民医保时代”，率先实施高中教育免费。

勇敢探索，创新
#$

种科学发展模式

红顶白墙的房屋掩映在绿树中，宽阔的水泥街道，整洁清
爽的院落，瓜棚豆架爬满了蔬果。走进迁安市沙河驿镇唐庄子
村，恍如到了北欧的乡村别墅。更令记者感到惊奇的是，这里
"$%

的家庭装有沼气池、冲水卫生间、太阳能、保温隔热墙。
“唐庄子村依循的就是我们推广的城乡等值化发展模

式。”学习实践活动中定点联系唐庄子村的赵勇认为，“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正是一个不断创造和推广科学发展模
式的过程。”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唐山将近年来探索的发展生态工业、
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城市的

#$

种发展模式结集出版，由唐山
市四大班子领导分别牵头在全市示范推广。唐庄子模式是其
中之一。同时，唐山还探索出了集约发展、循环发展、生态发
展、创新发展等

&$

条发展路径。
正是在生态城建设的模式指引下，唐山正在建设方圆

"&

平方公里的南湖生态城。这里原是采矿塌陷区，如今绿树环
绕，芳草如茵，碧波荡漾，美丽如画。

务求长效，创立发展机制

两天来，从唐山曹妃甸工业区到海港经济开发区，再到唐
海县工业区，记者所到之地，到处是车水马龙，塔吊林立，一片
热气腾腾的建设场面。曹妃甸工业区是“十一五”期间全国最
大的项目投资区，投资总额高达

&'$$

亿元以上。海港开发区
落地项目投资也已达

&$$$

亿元以上。
“但我们不是啥项目都要。”曹妃甸工业区管委会副书记

韩建民和乐亭县委书记、海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苗德成
介绍，去年以来，他们拒绝的项目投资都在

&$$

多亿元以上。
“这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制度的选择。”韩建民说，通过

学习实践活动，唐山制定了河北第一个工业园区产业准入标
准———《曹妃甸工业园区主导产业准入标准》。不是节能减排
项目、不是循环经济项目、不是土地集约利用项目，投资再大、
利润再高，都会被摒弃在园区之外。
“我们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体制和机制创新，为科学发展

示范区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赵勇说。
据统计，学习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围绕推进科学发展，唐山

已制定了
()*

项促进科学发展的新制度。今年
#

月
)#

日，唐山
在全国推出了第一个以科学发展指数和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为
主要评价指标的《科学发展指标体系》，并将出台国内第一部关
于科学发展的地方法规———《唐山市科学发展促进条例》。

唐山还加大干部制度综合配套改革，按照科学发展的指标
要求，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行千分制、百分制量化考
核，并实施了县级干部“一述两推”选任新机制。

为了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最大限度地释放沿海经济生产
力，唐山组建了曹妃甸新区、乐亭新区、丰南沿海工业区、芦汉
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用全新的体制将这四点连成拥有

&"+

公里海岸线的唐山湾，全力打造成环渤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
极，力争在未来

'

到
&$

年内，使其经济总量占到全市一半。

图
"

：北京奥运会主场
馆———国家体育场“鸟巢”（

+

月
)

日航拍）。北京奥运会开闭

幕式及田径比赛等将在这里举

行。新华社记者 郭大岳摄
图

#

：北京工人体育场。

北京奥运会男、女足项目的比

赛将在这里举行。

新华社记者 陈 凯摄
图
!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

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

操项目的比赛将在这里举行。

新华社记者 陈 凯摄

奥 运 场 馆 航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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