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即将与我们告别。 站在新年的关口回望过
去， 教育， 仍是千万个家庭的心弦所系。 为了回答
人民的 “关切题”， 这一年， 许多教育变革发生， 无
数孩子的未来， 或将由此改变。 （2018年12月30日新
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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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
光 照 在 脸 上 ， 我 们 开 始 了 新
的一年。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 本报全
体同仁向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的
全市职工、 各级工会干部和广大
读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新年的祝
福！ 感谢您一年来对我们工作的
支持和鼓励， 祝愿您在2019年一
切如愿！

刚刚过去的2018年， 是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
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以不懈的奋斗走过了不
平凡的一年。 全国人民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沉着应对错
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着力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推动各项

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人民群众获
得感 、 幸福感 、 安全感持续增
强。 特别是， 我们隆重举行改革
开放40周年庆祝活动， 总结40年
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宣示了在
新时代继续坚定不移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决心， 必将推动中国
航船行稳致远。

在2018年， 中国工会第十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 大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工会发展道路， 回顾总结了过
去五年的工会工作， 提出了今后
五年工会工作的主要任务， 号召
全国亿万职工和工会干部， 以昂
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 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谱
写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篇章。

2018年， 全市人民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
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高
质量发展要求， 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 着力加强 “四个中
心 ” 功能建设 ， 提高 “四个服
务 ” 水平 ， 抓好 “三件大事 ”，
打好三大攻坚战， 加快改革开放
步伐， 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和社会大局稳定。 在这之中， 全
市职工埋头苦干， 胼手胝足， 充
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展
示出首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
主人翁风采， 为首都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

2018年， 在北京市委和全国

总工会的正确领导下， 在广大职
工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下， 全
市各级工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
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组织开展
“劳动光荣” 主题宣传活动， 大
力弘扬劳动精神、 劳模精神、 工
匠精神； 深化工会改革创新， 积
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更加聚焦主责主业， 切实维护职
工合法权益 、 竭诚服务职工群
众， 带领职工群众听党话、 跟党
走， 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凝心聚
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回望过去的一年， 我们倍感
欣慰； 展望开始的一年， 我们满
怀憧憬。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 是五四运动100周年， 是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关 键 之 年 ，
大事、 喜事、 盛事多， 做好首都
各 项 工 作 意 义 重 大 。 虽 任 务
艰巨， 但使命光荣。 这是我们首
都 广 大 职 工 和 各 级 工 会 组 织
展 示 作为 、 实现价值的最佳舞
台， 我们一定要上下团结一心、
砥砺奋进，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继续
开拓前进。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新时
代也是干出来的。 新时代赋予首
都工人阶级新使命， 新征程呼唤
首都工会组织新作为。 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首都新
发展，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奋发有为推动首都新发展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年献词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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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人民“关切题”

■有感而发
为景区长达半年的免票期叫好

■世象漫说
破除“宽带垄断”
顽疾唯有严惩

提高艺考门槛
彰显高考公平

天歌： 近日， 在北京多个商
场内出现了名为 “智能健康筛查
机器人” 的健康检测仪， 用两分
钟的时间就能检测70多种身体的
健康指标。 有网友认为， 这就是
一款打着高科技旗号、 机器化的
“街头游医”。 对于 “街头游医”
般的智能健康筛查仪， 无论公众
还是有关部门， 不妨多长点心，
别让其打着体检的名义行骗。

智能健康筛查仪是
另一种“街头游医”

何勇： “宽带垄断” 成为屡
禁不止的顽疾， 归根结底是有利
可图。 相比较 “宽带垄断” 给各
方带来的经济效益而言， 违法成
本却很低， 反过来纵容 “宽带垄
断 ”。 要彻底铲除 “宽带垄断 ”
顽疾， 推进宽带市场竞争， 保障
消费者的选择权， 就必须靠严惩
保驾护航。

记者从长白山旅游局获悉，
为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降低重
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自2018年
11月1日起至次年4月30日， 长白
山西、 北景区免收原价105元/人
的门票， 只需购买景区环保车票
就可饱览长白山美景。（2018年12
月30日《工人日报》）

作为著名的吉林长白山景区
推出的免票政策，从2018年11月1
日直到2019年4月30日，免票时间
长达半年之久， 而且对所有游客

都一视同仁， 可以说给了全国喜
欢旅游的人以不小的惊喜。

表面看上去， 景区长达半年
不收门票， 会直接影响景区的收
入和效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
是从发展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
这体现了当地政府和景区经营管
理者的长远眼光。 管理者通过当
地的景区景点来吸引国内外的游
客，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整洁的
环境、优良的服务、可口的美食，
增加游客的停留时间和消费能

力，来发展当地的旅游经济。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当地的

景区景点门票价格太高， 让大多
数游客觉得“不划算”，门票就会
成为阻碍游客进入的一道门槛，
也会成为地方发展全域旅游的一
种阻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
但要像长白山景区一样， 推出时
间不等的免票期， 而且要在不断
降低门票价格， 直至实现 “零门
票”的方向进行努力。

□苑广阔

日前， 发改委等九部门发布
《关于全力做好2019年春运工作
的意见》，《意见》提出，春运期间 ,
要依法严惩 “车闹”“机闹”“高铁
霸座”等旅客严重不文明行为，维
护良好出行秩序。 鼓励乘客参与
运输安全保障， 勇于制止影响驾
驶员正常驾驶、 侵扰公共运输安
全的旅客违法行为。（2018年12月
30日新华网）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2019
年春运即将拉开帷幕，“车闹”“机
闹” 等行为在春运期间或会 “暴
发”。防患于未然，《意见》的及时
出台 ，是一种 “预 ”，将依法严惩
“立”起来。应该讲，文明春运、和

谐春运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
文明是管出来的。 人民日报

曾刊发评论指出，“一时不文明，
时时受约束；一处不文明，处处受
阻碍”， 只有形成这样的鲜明导
向，才能让文明的举止始于自发、
成于自觉。 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
约束人的行为，让文明行为“外化
于行”。与此同时，更要让规则意
识“内化于心”。很大程度上讲，内
化于心是根本，外化于行是表现。

文明春运需 “礼法合治”。我
们在强调依法管理的同时， 不能
放松对文明出行的倡导与规劝，
用文明的力量筑起第一道防线。
预防为主适用于文明春运的全过

程，秉承“先礼后兵”，就有可能把
矛盾消灭在萌牙状态， 避免事态
升级。就是说，能用“礼”解决的，
暂时就不用“法”；当“礼”不能解
决，“法”必须跟进。

无论是法治的力量， 还是文

明的力量， 都是营造文明春运的
支撑力量。 两种力量的互补与交
融，才能更好地形成“1+1>2”。唯
如此，文明春运就大有可期，人人
都能成为文明春运的受益者。

□王旭东

文明春运需“礼法合治”
还有一个月， 又到了艺考

专业考试季。日前，教育部发布
《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高等学
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
知》和《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部
分特殊类型招生基本要求》，对
2019年艺考文化课要求提高 ：
艺术生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
数线将分别不低于当地高考二
本线的70%或者75%，而2018年
的要求是不低于当地二本线的
65%。 对于高水平艺术团，“测
试成绩特别突出”的考生，文化
课降分的绿色通道也即将关
闭。（2018年12月31日新京报）

在不少人眼里， 艺考是上
大学的捷径 。 为了拿本科文
凭， 大批考生走上艺考路。 有
数据显示， 每年平均每10个考
生中就有1个选择艺考。 这自
然使得多年来 “艺考热” 持续
高温， 除了 “名利双收” 的诱
惑让年轻人充满对明星梦的憧
憬外， 还有很多考生 “赴汤蹈
火” 的动力不是出于对艺术的
热爱， 而是看中了艺术专业对
文化课成绩要求较低的好处，
想争取先跨进大学的门槛， 为
将来保住一个饭碗。

提高高招艺考门槛， 彰显
高考公平。 提高艺考生的文化
课成绩， 可以让一些 “投机取
巧” 者理性看待艺考， 不再盲
目跟从， 让艺考热这把虚火烧
得更实在， 同时也让就业变得
更理性。 提高艺考生的文化课
成绩， 可以让真正从事艺术专
业的考生能行稳致远。 所以，
教育部此次提出， 高校的相关
专业不得低于普通类专业所在
批次控制分数线。 比如演艺行
业，电视剧《荀慧生》里“通天教
主” 王瑶卿先生说过一句话 ：
“任何艺术到了最后比拼的都
是文化。”文化功底是演员的钙
质， 文化的充实增加的是艺术
的厚度， 所以要塑造培养好演
员必须从文化的比拼开始。

□丁慎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