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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而后厨作为食品安全“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守，就会给不良商家带来可乘之机，将有
害于身体健康的化学成分添加到食品里，给舌尖上的安全带来重大隐患。

中国人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时下，一些不良商家为经济利益所驱使，将“美食经”念成了“黑心经”。端上来的
食物看似“色香味俱佳”，实则含有福尔马林、工业漂白剂、工业明矾、工业滑石粉、工业明胶等有害添加物。鉴于后厨操作比
较隐秘，有关部门更需要加强监管、精准监管。 翟桂溪 作

安全隐患

核心观点：人人都是发展环境。干部作风的好坏更是直接影响发展的质

效。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在大抓项目建设的同

时，大力优化发展软环境，必须对“孙连城”式干部说不。

对“孙连城”式干部说不
○邓昌炉

■新闻热评

注销公告
咸宁市农友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

号：422301NA000344X）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咸宁市农友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7年5月8日

嘉鱼县嘉晟运动用品有限公司遗失坐落于嘉鱼县
鱼岳镇发展大道（十井铺村）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00017028，特声明作废。

丁六珍遗失赤壁市诚信白铁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22302600133840，特声明作废。

高大文遗失嘉鱼县鱼岳镇蝶恋服装店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22700026540，特声
明作废。

湖北伟创置业有限公司遗失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
行温泉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360000282701，
账号：82010000000152846，特声明作废。

崇阳县农机管理局遗失中国银行崇阳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365000027604，账号：566457534845，

特声明作废。
张泰文遗失咸安区张文副食商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422301600026402，特声明作废。
蒋新波遗失咸安区文园文具超市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22301600243131，特声明作废。
胡建华遗失教师资格证，编号：964211021001555，

特声明作废。
段佰民遗失位于通城县隽水镇宝塔村三组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编号：010603008，面积193平方米（其中
建筑占地193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王广亮遗失赤壁市香四方粮油行赤马港店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22302600025653，特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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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湖北省重点专科湖北省重点专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72017】】第第44--77--11号号

电话：3066175 3066171
13971802002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湖北科技学院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第二医院

附二医院坐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东门马柏大
道168号，西门茶花路58号。医院现有教授16人，
副教授55人；博士12人，硕士50人。

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综合
医院，编制病床650张。开设有内科、精神科、心理
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传染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
皮肤科、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检验科、病理科、放
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购置有核磁共振、
螺旋CT、四维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DR机等一
系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设备。

附二医院秉承“为病人谋福利、为咸宁添活力”
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身心健康服务。热忱
欢迎惠顾！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办） 8102639（急诊科）

● 观点PK●

● 漫评天下●

孩子被欺负，家长应该
鼓励他们打回去吗？
如果你的孩子在幼儿园被其他小朋友欺负了，你觉得

该怎么办？针对这个问题，四川省乐山市启明星幼儿园对
该园小朋友的家长做了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约60%
的家长表示应该培养孩子强硬的性格，被欺负时要“打回
去”；有25%的家长则认为，孩子被欺负后，应当远离施暴
者，而不是以暴制暴。（5月2日《成都商报》）

正方：一味忍让会让孩子变得软弱

@小叮叮的家：对于不讲道理的施暴者只有用更强
的手段加以制服。

@Hnszj：说实在的，看情况，多数时候，支持打回
去。

@hognlajwy：应该鼓励，一味忍让只会助长校园暴
力，而且容易让孩子形成软弱怕事的性格。

@古夏6691：人善被人欺，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才是
最值得信赖的依靠，自己不欺负别人，但是也不能随便让
人欺负。

反方：鼓励打回去是以暴制暴
@陆仁忠：简单粗暴“打回去”肯定不行，这无疑会助

长校园霸凌的“歪风”。家长和老师应该共同努力，做好
学生的教育引导，树立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孩子良好
的道德品行和行为习惯，把孩子教育成“生活能人”，学会
妥善调处小矛盾、小纠纷，尽可能杜绝校园霸凌的出现。

@李兆清：让孩子打回去，虽然能够让孩子逞一时之
快，但容易增加孩子的暴力和戾气，这对孩子的成长是十
分不利的。

@山居闲人：处理问题要以和为贵，以不激化矛盾为
主，家长千万别自以为是，以免给孩子造成伤害，甚至在
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投下难以抹去的阴影。

@楚彧：要知道，父母是孩子一辈子的老师，正确的
教育方式才是培养孩子健康成人的关键。“打回去”的教
导，看起来是不让孩子吃亏，其实是对孩子“向恶”的纵
容，长此以往的话，终将会害了孩子。

多地学校课堂宿舍被
直播，你怎么看？

近日一款名为“水滴直播”的网络平台中出现全国多
地学校的课堂直播画面，引起舆论热议。澎湃新闻采访
发现，参与视频直播的学校涉及多个省份，从幼儿园至高
中毕业班均在其中，直播场景多为教室，也有学生宿舍。
家长对此态度不一。（据澎湃新闻网）

正方：直播有利于保障孩子安全
@瓜二：如今孩子宝贝得很，的确有必要采取一些非

常举措来保障孩子安全。
@大网名：现在学校暴力事件、教师虐待学生的事情

时有发生，进行直播可以有效避免上述情况发生，也能让
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在校情况。

@飘飘：直播也是学校教学管理的一种手段，为了避
免泄露隐私，可以对此加以改进，不能对此全盘否定，甚
至扼杀学校管理创新积极性。

反方：此举涉嫌侵犯学生隐私权
@李兆清：这样做考虑到学生的感受吗？如果说学

生知道自己上课、在宿舍的情况被直播了，他们会怎么
想？尽管这样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学校暴力事件、
教师虐待学生的事件发生，但这些事件毕竟是极少数。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生病就让所有人吃药。保护好学生
的隐私，才能让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这也是未成年人
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

@严奇：学校将上课情况直播给家长，说是提升教学
质量，其实也是要将“带孩子”的责任丢还给家长。

@窗前月夕夕：防止校园暴力、儿童性侵的根本措施
不是让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们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学校
有功夫开直播，怎么不在提升孩子个人安全防范意识等
关键方面多动动脑筋？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
“孙连城”这个角色让人嗤之以鼻。这位
除了看星星对其他事情莫不关心的副区
长，是“不作为、不担当”的代名词。

艺术来源于生活。在现实生活中，
“孙连城”还有不少，有的干部对群众“不
冷不热”，以为只要不给脸色就行；有的
干部对群众“不急不慢”，以为只要不推
托就行。这种“孙连城”式干部是破坏党
和政府形象的“老鼠屎”，是影响经济民
生发展的“绊脚石”。

日前，市政府办公室下发有关方案，
重点开展工作不实、弄虚作假问题专项
治理行动。今年来，市纪委举行了两次

“三抓一优”专题电视问政，聚焦的重点
也是不作为、慢作为等“懒政”、“惧政”、

“躲政”问题。
人人都是发展环境。干部作风的好

坏更是直接影响发展的质效。在经济发
展的新常态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必须在大抓项目建设的同时，大力优化
发展软环境，必须对“孙连城”式干部说
不。

全市上下要以深化“三抓一优”为契
机，高扬干事创业的风向标。要抓住想
干事、敢干事这两个关键点，树立鼓励干

事创业的鲜明导向。一方面，加快建立
正向激励机制，注重在产业发展、项目建
设、深化改革、招商引资、脱贫攻坚、信访
维稳等一线培养识别选拔干部，真正让
想干事者有机会、会干事者有平台、干成
事者有地位。另一方面，加快建立容错纠
错机制，坚持“三个区分开来”，鼓励创新、
允许试错、宽容失误，旗帜鲜明地为担当
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只要在法律法规
允许的范围内，凡是有利于咸宁经济社会

发展的，凡是能为老百姓带来福祉的，就
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切实把政策的“含金
量”转化成发展的“实物量”。

同时，要持之以恒改作风。结合当
前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的新要
求，以整治“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为切入点，狠抓领导干部带头执行
改进作风“七条新规”，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以优良的作风抢占发展的制高
点。要动态实行“能者上，庸者下，劣者
汰”的干部用人机制。对于这类“孙连
城”式干部，不要让其等“下课铃”，要敢
于课堂“点名”，让其“中途下课”。不妨
以重典治乱之锐利，在全社会大力营造
务实重行、少说多干、真抓实干、埋头苦
干的良好风气。

5月 1日，鄂州凤凰国际旅行社的
60余名游客因雨天大雾，滞留通山大幕
山景区山脚下。当地黄沙铺镇政府闻讯
后，迅速租来9辆面包车转运游客上山
游览，并安全送游客下山。（5月3日《香
城都市报》）

外地游客因雨天大雾滞留景区山脚
下，红杜鹃近在咫尺却不能一饱眼福，这
是多么遗憾的事情。黄沙铺镇府闻讯
后，租来面包车帮助游客实现了愿望，让
旅途变得美丽起来。

游客滞留，主因是天气问题，但大幕
乡政府帮助游客客服困难如愿以偿，让
游客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从中我们可
以看到该乡的发展意识服务意识有多
强。“不让远道而来的朋友留任何遗憾，
不让任何一个客人受委屈。”这种做法值
得点赞。

但游客滞留也凸显该游览区配套服
务设施建设不足的短板。大巴车停留山
脚下，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景区路面太
狭窄，黑化硬化不够的问题。笔者曾多次

上过大幕山，每当雨天路面就变得泥泞滑
溜，加之堵车严重，一路可谓惊心动魄。
今年虽说有局部加宽，但路面建设仍显不
够。

如果说上景区的山路一时投入不足
难以化解难题，那么在山脚就该配置专
门的转运小型车辆供游客进景区游览。
这种做法在全国各大景区都已成惯例，
既可以有效消除安全隐患，又能带动地
方驾驶人员的就业经济，是双赢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

游客滞留景区凸显基础设施短板
○徐大发

电视剧《人民的
名义》聚焦反腐热点，
故事波澜曲折，情节鲜
活生动，创下收视新
高。剧中依据师生、亲
故、上下级等关系织成
的关系网令人警觉。

现实中，确有少
数领导干部热衷于组
小圈子、织关系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落
马的大小贪官身后往
往都有一张错综复杂
的关系网。事实证明
这些以权力和利益为
黏合剂的关系网极其
危险、贻害无穷。

俗话说，“多个朋
友多条路”。正常的
交往无可厚非，且有
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但 如 果 关 系 织 成 了
网，且以权和利为取
向，把本来正常的同
学、师生、亲朋、上下级
等关系，变成充斥庸俗
味、铜臭气的名利场，
则难免身陷其中不能
自拔。关系网泛化，会
让社会风气污浊；社会
风气污浊，反过来又助
推关系网盛行。

事实一再证明，
结党营私、团团伙伙、

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行为，严重侵蚀
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
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
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
业发展。各种攀龙附凤、结交权贵、投
机钻营的庸俗关系学一旦大行其道，权
钱和私欲织成的关系网，必然害己害人
害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悬反
腐利剑，在惩治贪腐分子的同时，也斩
断了许多权钱交织的关系网，党风政
风为之一振，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人之交其本在真、其魂在诚。以
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
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是故，
做人须正其心，诚其意，端其行，无论
何时何地交往何人，都以真诚、正直、
公平的心和行为相待，不以权力、地
位、钱财取远近。而作为党员领导干
部，因其崇尚什么样的人际关系，对社
会具有引领和示范效应，则更须在此
基础上守住党纪国法的底线，不逾党
内政治生活的红线，正直为人、公正处
事。惟其如此，社会风气方能日渐清
爽、清朗、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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