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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盗，一些小区竟将消火栓上锁。

春节期间，安徽合肥市相关部门重点协调部分商圈、停车困难区域附
近的17处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约1.1万个停车位，免费向社会
开放，有效缓解了周边停车紧张问题，获得了广泛称赞。此前，多个城市也
推出了类似举措，这些举措看似一件“小事情”，实际却有大情怀，有利于增
强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为民服务意识。

近日，“民法典解答孩子红包能不能自己保管”上
了热搜。人们时不时会争论一番的“压岁钱谁来管”
问题，现在有了法律上的答案。

按照我国民法典规定，给孩子压岁钱在法律上属
于赠与行为，应当归受赠人所有。接受长辈的压岁钱
属于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未成年人可以独立接
受；长辈把压岁钱拿出来交到对方手上后，这笔钱就
是别人的了，这个“别人”就是受赠人。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夏吟兰解释说：红包就是纯获利行为，作为孩子
你可以拿来，那是你的钱，你可以交给父母让他们帮
你保管，但是一定记住保管也只是替你保管，他们不
能替你花。

估计，平时上网看报的孩子们该欢呼雀跃了：我
的压岁钱，终于可以由我做主了。其实，这里是有前
提条件的。

前不久，杭州一个六岁的男
孩子多次手握压岁钱冲进超市，
对一群小伙伴说：想要什么？随
便拿！直到感觉有些不对劲的超
市小老板把情况告诉他妈妈后，

这场“盛宴”才结束。是的，压岁钱虽然归小孩，但也
不尽然能让小孩随便用，民法典对此有相应规定。

家长不愿意孩子自行保管压岁钱，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担心孩子乱花钱。这些年，未成年人大额打赏主
播、过度进行网游消费等现象屡见不鲜。民法典规
定：如果是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由其父母代
为支配；如果是已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其仅能实施
与其年龄、智力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不能购买大件
用品或者大额打赏主播等，这些都需要经过父母的同
意或者追认。

有些未成年人滥用金钱行为，是因为尚未形成理
性消费观念和理财规划意识。家长可以借压岁钱之机
教导孩子合理消费和储蓄，比如让孩子学习制订理财
计划，引导他们如何把钱用在学费和文具等支出上，这
是积极的做法，也是长辈们给压岁钱的真正心意所在。

对孩子来说，通过压岁钱形
成对财产支配权的理解以及正确
的消费观念、理财意识，渐渐学会
正确使用、支配财富，是一个很有
意义的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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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学会正确支配压岁钱，是一种成长

一连几日，与戍边英雄有关的话题密集涌现，持
续霸榜热搜。与之同时，三天内多地多人因诋毁戍边
英雄被拘，引发巨大社会关注。

“和平从不会从天而降，总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看完戍边英雄们的事迹，不少人对这句话有了更深体
悟。有人说，“他们才是我们该追的星”；也有人说，

“这才是热搜该有的样子”。确实，一段时间以来，社
会聚光灯下明星偶像、八卦绯闻始终是“顶流”，娱乐
化庸俗化之风猛烈。而今，戍边战士的一个背影、一
段对白、一纸日记等都被推上热搜，人们前所未有地
走近那些远在风雪边关的“最可爱的人”。网友们一
键键点出来的“英雄热搜”，是对戍边战士的朴素致
敬，也是社会价值的一次正向校正。

而舆论场的声音中，还有一个鲜明趋向，那就是
面对诋毁英烈的宵小之徒，很多人都清晰指出侮辱英
烈是违法行为，必须依法严惩。回顾过往，历史虚无
主义曾沉渣泛起，一部分人抛出过不少奇谈怪论，持
续诋毁抹黑英烈。对此，拍案而起的正义之士不少，
却难以形成实质性震慑。但现在，无论媒体还是网
友，既谈“道德”，更讲“法律”，依法举报，人人喊打。
公安机关也第一时间行动，该拘的拘、该罚的罚，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重拳之下，还有人选择了投案自首，
法律威慑作用可见一斑。

“抹黑英雄不只是道德问题，更是法律问题。”这
种社会认知上的变化，无疑是一大进步，也证明近些
年紧锣密鼓的法制建设十分给力。具体来看，《英烈
保护法》通过实施，为保护英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
度规范；“英烈保护”正式被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
围，将检察机关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从客观物质层面拓
展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即将实施的新刑法修正案将
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行为明确界定为犯罪，降低了侮
辱诽谤英烈的入罪门槛……不断详实的条款，构筑起
维护英烈权益、捍卫英烈荣光的“铜墙铁壁”，也让司法
机关在执行环节有的放矢。眼下，全国各地运用法律
保护英烈名誉的典型案例层出，这在夯实守护英雄的
社会共识的同时，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思考方式。

当然，保护英烈并不止于“护名”。此次牺牲的陈红
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4位边防战士，当月就评定
为烈士，隆重迎回安葬；烈士褒扬金和抚恤金，第一时间
全部发放到位；对烈士家中的困难，相关部门联手解决
……“请烈士安息，我们会照顾好您的家人”，一系列褒
奖、慰问举措，是对英魂的真诚告慰。从更长的时间线
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到建立功勋
荣誉表彰制度，再到完善法律法规，捍卫英雄、褒奖英
雄、尊崇英雄的制度正趋于完善。当制度土壤日渐培
厚，爱国情怀、英雄精神一定会得到更充分的呵护。

喜看捍卫英烈的法制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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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累丑#“累丑”一词
突然引发热议。所谓“累丑”，是指个
人因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
得到良好的休息而呈现出的“丑感”。

微评：“累丑”说白了就是疲惫对
人身体状态造成的影响。人们关注

“累丑”挺好的，疲劳造成的影响刚表
现在脸上就被发现了，多疼疼自己，
注意休息，在不知不觉中“过劳”的概
率就会小一些。

●@光明网：#“劣迹艺人”# 日
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新制定的
《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
法》。根据该办法，“劣迹艺人”将受
到协会会员单位1年期限至永久期限
的联合抵制，且若想复出，须在联合
抵制期限届满前3个月内提出申请，
经同意后才可继续从事演出活动。

微评：知名艺人具有一定的公众
影响力，其公众形象对社会尤其是未
成年人的观念和行为起着较大的示
范作用，对“劣迹艺人”进行定义和约
束，有利于遏制某些艺人违法乱纪、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规范演艺
行业乱象，促进演艺行业长远健康发
展。

●@人民日报：#纸吸管#“吸管
禁塑令”正式实施一个多月，餐饮行
业纷纷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吸管，
换上纸吸管和PLA聚乳酸可降解吸
管。出于成本考虑，很多奶茶品牌先
从纸吸管开始用，引发了不少消费者
的不满。不少消费者形容“用纸吸管
喝奶茶时像啃卫生纸芯”“喝着喝着
纸吸管突然散开了”。

微评：纸吸管不好用，不能怪“限
塑令”，而践行“限塑令”，也不能以损
害消费者体验为代价。餐饮行业在
落实“限塑令”的同时，理应在产品设
计和产品质量方面提高要求，如果暂
时没有合适的替代品，也可以另辟蹊
径，通过提高服务附加值，对消费体
验进行补偿。

●@新京报：#玩合成大西瓜被
骗# 一款名为合成大西瓜的游戏近期
火爆朋友圈，随着玩家的增多，有不
少网友反映点击合成大西瓜游戏中
的“礼物”标识后会弹出诸如“充值
9.9返100话费”等套路广告，充值之
后被骗。目前，游戏中的“礼物”标识
及相关广告链接已经消失。

微评：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暂
行办法》，广告需要在页面上显著标
识，这里不但没有“广告”二字，还用

“礼物”来骗点击，点进去甚至不是简
单的广告，而是涉嫌欺诈的页面。这
样一来，这款小游戏就相当于在给违
法链接引流，此等问题可不是取消链
接就能揭过去的。涉事公司应该及
时回应，也希望受骗用户主动依法维
权。

●@央视网：#抗癌厨房# 家住
南昌市的万佐成、熊庚香夫妇，18年
来一直在江西省肿瘤医院附近经营
一个公益性质的“抗癌厨房”，供患者
家属前来借锅灶炒菜。“能让病人吃
得好一些，家属的遗憾也能少一
些”。日前，万佐成夫妇获评“感动中
国2020年度人物”。

微评：在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
更多动人细节：万佐成夫妇默默坚守

“抗癌厨房”18 年，爱心何等纯真，毅
力何等坚强；小小炉火难免油烟呛
人，而周边邻居从无怨言，这样的邻
里关系何等友善……聚拢文明的每
一滴水，终将汇成爱的海洋。

●@新华社：#微需求# 继“宅经
济”之后，“微需求”成为新的消费市
场“黑马”。所谓“微需求”，是指小众
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通常是以反
向定制模式，将用户需求直达厂家，
实现“点对点”营销。比如，汉服、某
老牌汽水、地方名菜“佛跳墙”等。

微评：“微需求”的异军突起，既
与互联网经济密不可分，也反映出消
费群体的偏好。数据显示，“80 后”

“90后”已经成为网购主力军。与“60
后”“70 后”相比，这一群体更推崇个
性与差异化，与互联网的契合度更紧
密。把握好“微需求”，就能做大新消
费的“蛋糕”。

●@南京日报：#辣手摧花# 春
光明媚，梅花山、雨花台等多个景区
的梅花盛放。绝大多数市民游客在
“探春”时能做到文明赏花。但也有
个别游客“辣手摧花”，为了拍照“凹
造型”而攀折花枝，甚至偷偷折断带
走，实在是“煞风景”。

微评：对于“煞风景”行为，既需
要宣传引导，也要及时运用法律武
器。比如，去年7月，一名外地游客擅
自采摘玄武湖的并蒂莲花，我市依法
将该游客行为纳入“南京市旅游不文
明行为记录”。用法治手段“煞”不文
明游客的“风景”，文明旅游之花才能
盛放。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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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近
日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讲授
了“第一课”，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要求全党同
志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古往
今来，治国理政者都将学史作为必
修课，从升平之世的经验、衰乱之世
的教训中，寻找真理和规律。我们
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政治自觉，
把学习党史提高到事关党和国家工
作全局的重要地位，作出了一系列
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
求。今年，既是我们党庆祝百年华
诞的重大时刻，也是“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当
此之时来一场党史大学习，知向何
处，则不惑于方向；明所从来，则不
竭于动力。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
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
年”标注了这段历史的时间跨度，

“巨变”则赋予了这段历史千钧重
量。诚如上海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悬挂的题词——“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当年我们党只是中国
政治舞台上 3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
织之一，恐怕无人预想到，嘉兴南湖
红船上寻找光明的摆渡人，最终会
成为驾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
者，不仅让中国摆脱了“覆屋之下、
漏舟之中、薪火之上”的境地，让人
民彻底告别了“为奴隶、为牛马、为
犬羊”的命运，而且以社会主义制度
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
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以改革开放的
推进，让中国跨越了西方国家几百
年的发展历程，使中国人民的自由
幸福不断抵达新高度。与亮眼执政
成绩相应的，是我们党在摸爬滚打
中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面对此起
彼伏的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人没

有简单延续历史文化的母版，没有
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
的模板，也没有简单照搬其他国家
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而是把科学
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
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
合起来，发展出一套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些
风雷激荡的红色篇章给中国带来翻
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异常宝贵的执
政财富。

站在百年历史的制高点上，我
们更能跳出局限性，从全局全貌中
看清时间的秩序、因果的联系，分析
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百年党
史风雨兼程，重大事件、重要会议、
重要人物很多，倘若在学习中以主
观替代客观、以片段取代整体，用孤
立、片面、曲解的方法观察历史，动
辄“横看成岭侧成峰”，就容易忽略
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论
述，就是要求坚持唯物史观，基于百

年的时间跨度，系统、具体、历史地
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更好
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
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
训，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增强应对风
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
从历史中获得启迪，再去看现实之
种种，自然不畏浮云遮望眼，可以
更从容地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
强 工 作 的 系 统 性 、预 见 性 、创 造
性。比如，对待贸易保护主义，把
握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规律就能看
到，经济全球化不是哪个国家能够
改变的；面对新冠疫情挑战，重温
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会明白，“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一种必然的选
择。历史不仅仅是一连串事件和人
物的记录，更是一整套历史观念和
价值内涵。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
敌制胜的法宝，才能更好应对前进
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
风险挑战。

有观察者说，一个民族的自信
心总是与她的兴衰荣辱交织在一
起。近代中国山河破碎、内忧外患，
国民自信一度损失殆尽。回望百年
党史，回望奋斗历程，最直观的一个

感触就是，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
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
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今时今
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
完全有理由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充满自信。在过去很长时
间里，有不少人认为只有西方道路
才能使国家走向现代化，而中国的
发展奇迹，打破了西方推行多年关
于政治制度定于一尊的叙事。鞋子
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
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
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坚持

“自己的路”最终走出了一条大路，
夯实着中国人的自信，也让世界了
解到更多来自东方的发展叙事。正
如德国《南德意志报》所指出的：“面
对西方的文化输出，以中国为代表
的第三世界国家，一味照单全收的
时代已经结束。”

“没有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
是顺顺当当实现的”。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所有
艰难险阻依然要靠雄健的精神才能
够冲过去。以百年党史大学习为契
机，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增强勇气，
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
钙、把稳思想之舵，才能以不懈奋斗
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知向何处，则不惑于方向；明所从来，则不竭于动力。真理，往往需要经
过岁月的磨砺才能看得更清楚。坚持“自己的路”最终走出了一条大路，夯
实着中国人的自信，也让世界了解到更多来自东方的发展叙事。总结经验、
把握规律、增强勇气，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才能以不懈奋斗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新闻新闻热热评评

在党史学习中进一步夯实“四个自信”
○ 崔文佳

“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团”带着
青春的朝气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互
联网音频节目“给90后讲讲马克思”
在年轻听众中引发“追剧”效果，以

“工农联盟”主题雕塑为原型的“盲
盒”把红色 IP 传播得更远……不断
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让党史学
习教育热潮在青少年群体中涌流，
百年风云必能激荡出更多澎湃的青
春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给上海市
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回
信时强调：“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青
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

仰、勇敢斗争，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抓好
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
薪火代代传承。”做好青年党员以及
广大青少年的党史学习教育，事关
党和国家的未来。

回眸百年荣光，青春本就是一
抹亮丽的底色。党史这部煌煌巨著
的写就，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共
产党人的前赴后继、浴血拼搏。作
为中共一大代表，当年的毛泽东只
有28岁，这也是13位一大代表的平

均年龄；刘胡兰牺牲时，年仅15岁，
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
最小的一个；雷锋因公殉职时年仅
22 岁……进入新时代，无数青年共
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循着先
辈的足迹砥砺前行。战疫之时，众
多 95 后、00 后党员成为“最美逆行
者”；扶贫路上，像黄文秀这样勇于
担当甘于奉献的优秀青年共产党
员还有千千万万；创新征途中，一
支支青年党员突击队挑起大梁克
难攻坚，我国首次探月工程研制队
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 40 岁……他
们如此年轻，却又如此坚定。他们
当之无愧地成为所有年轻人的楷
模。

给青年一代讲好党史，不妨先
从这些优秀“同龄人”的故事入手，
结合当代青年的所思所想，这也是

一种穿越时空的“同伴”教育。党史
学习教育中，“结合当下讲当时”，虽
然远隔时空，却更能激发不同时代
青年之间的共鸣。不同时代的青春
之歌中，奋进、热情、进步的主旋律
始终相通。用不同时代优秀青年共
产党员的事迹，来打开党史这部百
年时光凝成的巨著，可以让当代年
轻党员甚至各行各业更多的普通年
轻人激发见贤思齐的动力。最近，
有网友被一对在扶贫过程中牺牲的
90 后党员夫妻吴应谱、樊贞子深深
感动：“要像他们一样做时代的参与
者，而不是过客和看客。”

给青年一代讲好党史，还需要
创新理念，借助更多现代科技。“望
志路 106 号”冰箱贴、“树德里”笔
记本、放有“密函”的文创套盒……
在上海，这些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文创团队研发的“又红又潮”的
产品，让红色历史有了新的传播载
体。党史是一本厚重的教科书，也
是一座精神宝库。百年党史中蕴
含的经典故事、英雄人物、感人事
迹，其实是一个个红色 IP，可以通
过精心提取红色元素、通过文创产
品还原背后故事，启发新一代奋斗
者思索、理解党的初心使命。还可
以通过使用 VR 技术再现红军长征
中爬雪山过草地等历史场景，开展
沉浸式、互动式的党史学习教育，
这将有助于青年人获得更好的学
习效果。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
穗期”,让青春更好地和历史对话，从
百年荣光中汲取更多奋进的力量，

“新新一代”定能成为走在时代前列
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让青春更好地和历史对话，从百年
荣光中汲取更多奋进的力量，“新新一代”定能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奉献者。

跨越百年，来一场青春的对话
○ 逯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