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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村民，近日来特别

关注老支书朱彦夫事迹的报道。在这里，朱彦夫曾带
领他们苦干了 25 年。望着山上那粉红色的桃花和一
片片新绿，回忆起老支书和他们一同洒下的汗水，村民
张茂兴说，朱彦夫这个时代楷模，响当当，过得硬，干部
群众都佩服。他是无私奉献、一心为民的活教材，是咱
们身边的共产党人的一座丰碑。

在张家泉村那口碧绿清澈的大口井旁，村党支部
书记刘文合告诉记者，“老书记在条件那么恶劣的年
代，带领我们开山治水，艰苦创业。现在接力棒传到了
我们手里，我们支部一班人一定要接好班，把张家泉村
建设得更富裕，让老支书的精神像这泉水一样世世代
代滋润广大群众的心田。”

在山东省沂源县，学习朱彦夫同志的活动一浪高
过一浪。县委书记苏星对记者说，“朱彦夫同志是我们
身边的时代楷模，他的先进事迹是我们深入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活教材。我们沂源县广大党员
干部要以朱彦夫同志为榜样，自觉转变作风，密切党群
关系，真抓实干，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

4 月 1 日至 2 日，《经济日报》连续报道了朱彦夫同
志自强不息，无私无畏，勇挑党支部书记重担的先进事
迹。文章刊登后，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广
泛共鸣。许多读者发信表示，朱彦夫同志是基层党员
干部的一面镜子和旗帜，他的无私奉献、不畏艰难险阻
的顽强精神，必将激励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为创造美好
明天，带领群众勇往直前。这一精神也必定会历久弥
新，代代相传。

云南大理州巍山张树禄来信表示，在认真阅读了
4月 1日刊登在《经济日报》四版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的
好榜样——记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原党支部
书记、特等伤残军人朱彦夫》一文后，深深被朱彦夫老
书记的先进事迹感动。

四川珙县陈俊龙来信说，自己是噙着泪水读完《农
村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一文的。朱彦夫的语言是那
么朴实无华，又是那么铿锵有力。朱彦夫是这样说的，
更是这样做的！在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中，朱彦夫正是我们所有农村党支部书记、所
有党员、全国人民的一面镜子！一面旗帜！

重庆市酉阳县楠木乡谢振来信说，读完朱彦夫同
志的感人事迹，不由肃然起敬。朱彦夫同志是伟大的，
他勇挑支部书记的重担，为改变乡村的命运，为改变乡
亲们的生活，带领乡亲战天斗地，树起了一座党性的丰
碑，等待我们去效仿、去学习、去攀越。

山东省诸城市祝建波来信表示，朱彦夫是一名用极限人生演绎人生极限的战士，
残疾的他却干出了常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对党的事
业的无限忠诚和不懈追求，没有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和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是无法
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朱彦夫的事迹具有强大的感染力,现在不仅没有过时,而且
仍在激励着每个人。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朱彦夫以一体残躯诠释了
自强不息、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

还有许多读者在来信中表示，要让朱彦夫同志的精神不断激励自己，努力做好本
职工作，不畏艰难，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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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16 日，四川省甘孜州原州委
常委、宣传部长毕世祥在基层调研途中发生车
祸，因公殉职。直到今天，四川省白玉县先锋
村的扎西泽仁说起毕世祥，50 来岁的康巴汉
子仍然热泪盈眶，“他是一个好人，我们永远记
得他。”扎西泽仁一直保留着毕世祥的手机号
码，说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删掉它。

行走在甘孜大地、雪域高原，翻山越岭，纵
横数千公里，记者探寻毕世祥留下的足迹，听
人们诉说把温暖送进心坎里的这个人，这里的
人说：他，生是山，顶天立地；死是碑，矗立人
心。

他用从不停顿的脚步，一步一
步走进群众的心坎里

在毕世祥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甘孜州地
图。群众文艺演出覆盖过的乡镇，他会用红旗
做个标注。2012 年他担任宣传部长以后，提
出送文化下乡要覆盖全州。几年来，地图上越
来越密的红旗，“插”上越来越多的高山牧场和
深谷村寨。

毕世祥说过，到了基层判断才有底气，“接
地气”工作才有灵气。

2011 年农历正月初二，毕世祥牵挂着石
渠县受青海玉树地震灾害影响的农牧民群众，
没来得及与家人好好吃上一顿年饭，便带着工
作人员赶到石渠县。甘孜州委群工局的干部
张建国在他的笔记中这样写道：“到县里已经
很晚了，我们找一个地方住下，‘毕州’一夜未
眠，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毕州’用热水泡了
昨天剩下的冷饭将就一下，就出门下乡了。”

海拔 4300 多米的石渠县距甘孜州州府康
定近 700 公里，毕世祥经常早晨 5 点出发，一
天赶到。在联系石渠的 3 年多时间里，他每年
都去好几趟，蹲点 2个月以上。2010年石渠灾
后重建的 1 年时间里，毕世祥跑了 17 趟，足迹
遍布全县 24个乡镇。

毕世祥用从不停顿的脚步，丈量着甘孜州
的山山水水；用从不停顿的脚步，一步一步走
进群众的心坎里。

甘孜州半数百姓靠放牧为生，许多牧民居
住在狭小的牛毛帐篷中，帐篷低矮直不起腰，
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得了佝偻病，因席地而卧患
上风湿。那一年，四川省委、省政府作出部署，
要为牧民群众设计适合游牧生活的帐篷，做到
防风、避雨、防潮，并设计适用、便携、经济的帐
篷生活设施，改善牧民生产生活条件。

闻此，毕世祥跑遍了全州主要牧区，带着畜
牧部门同志到牧民家中实地调研征询意见，并到
成都与帐篷、电视机等生产厂家对接，探讨生产
的可行性。之后将获得的信息资料及时反馈给有
关部门，为省里决策提供了第一手参考意见。

甘孜州交通险峻，赶上冬季大雪封路，路
途更是艰险。毕世祥曾因车祸头部落下病根，
遇天气变化、海拔提高就头痛。但他从不畏
难，只要有任务就立即动身。

直到那一天顶风冒雪，他依旧早早上路
了，目的地是 407公里以外的新龙县。

直到那一刻汽车行驶在铺满积雪的道路
上，翻越海拔4412米的高尔寺山时，坠下山崖。

群众待他如亲人，他待群众情更深

噩耗传来，一位活佛这样说，“他倒在了为
人民服务的路上，为他祈福是我们的心意。”

白玉县先锋村升起了袅袅青烟，根秋绒
布和洛如两家人煨桑祈愿，这是藏族人民对
逝者最尊贵的祈愿方式。“我们之间并无血缘
关系，但他比亲戚还亲。”根秋绒布说。

白玉县是甘孜州最偏远的县。毕世祥担任
州委常委后，20多次深入到联系点白玉县先锋
村和布格村调研，为两个村子争取到 100多万
元的帮扶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如今，这里的水
泥路修到了村民家门口，人们吃上了干净卫生
的自来水。说到毕世祥，村民无人不动情。

毕世祥常说，老百姓是最质朴的，也是最
现实、最注重结果的。

山岩乡是白玉县最边远的乡之一，距县
城 158 公里，从县城到乡上要翻越三座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大山。2012 年 11 月，隆冬季
节，大雪几乎封山，在白玉县开展群众工作
的毕世祥要去山岩乡。当地干部说路难走，
劝他不要去了。毕世祥说，越是偏远，我们
越要关心，让群众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候，看
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他们用了近 8 个小
时才艰难到达乡上。

山岩乡原乡长袁小东回忆，当乡亲们在
大雪中看到毕世祥一行时，既意外又兴奋。
座谈中，毕世祥了解到这里的干部群众常年
吃不上新鲜蔬菜，回到康定后，他立即协调支
农资金 20 万元，帮助山岩乡启动蔬菜大棚建
设。“全乡 82名干部职工和学生感谢这位好领
导。”说到此时，袁小东哽咽了。“没有他，我们
今天也吃不上这么好的菜。”居住在乡政府附
近的孤寡老人布初为毕世祥点起了酥油灯。

为什么群众待他如亲人，因为他待群众情
更深。

“他到我家来过 3 趟，没嫌弃家里的脏
乱，手握着手用藏语聊家常。”白玉县沙马
乡珍措一家过去人畜混居。毕世祥看她家里
房屋破旧漏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从自
己衣服里摸出 1000 元钱递给珍措说，“这是
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下次再来看你。”在毕
世祥的关心下，珍措家纳入了牧民定居住房
改扩建计划，并争取到 1.5 万元改建资金，
实行了人畜分居。想着珍措的风湿病，毕世
祥说好下次再来时帮她解决看病的困难。

“这么好的干部就这样去了，我要为他念经
祈祷。”说到这儿，珍措泪水长流。

山也高，水也长，毕世祥的故事几天几
夜也说不完。与群众心贴心的干部，人民永
远记住了他。

因为无尽的爱，才有无怨无悔
的奉献

“甘孜是个美丽可爱的地方，我们生在这
里，长在这里，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家乡，发现身
边的美丽，把美丽的甘孜推向更广阔空间。作
为康巴人，我们首先要爱自己的故乡，只有热
爱她，我们才会尽心建设她，只有热爱她，我们
在甘孜大地上所奉献的一切才会无怨无悔。”

2010 年 6 月那天，毕世祥一行路过甘孜
县。同车的甘孜日报社记者周晓宏回忆说，

“当时毕州长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我，很多时
候我们总在埋怨甘孜的山高路远，总在诉说穷
乡僻壤、落后与封闭，他的话让我重新审视身
边的一切，只要用热爱家乡的情感去重新审视
周围的事物，一切都是美丽的。”

毕世祥的母亲是丹巴嘉绒藏族，老家在丹
巴县东谷乡东马村。1978 年 8 月，毕世祥以丹
巴县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西南民族学
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毕业时，甘孜州同学有
留校的、留成都的，也有分配到省级机关的，而
毕世祥回到了州里。妻子许惠明在甘孜州卫
生系统工作，曾有机会调到成都，毕世祥撂下
一句话：你去成都，我们就离婚。

毕世祥始终眷恋着自己的家乡，他把无尽
的爱化作建设家乡无怨无悔的奉献。

在农牧区，很多孩子经常上山挖虫草、捡
松茸，为此耽误了学习。有的农牧民在孩子小
学毕业后干脆就把孩子留在家里干活，帮着挣
钱养家。对此，毕世祥忧心忡忡，他深知教育
对改变孩子命运、改变家乡面貌的重要性，在
他的说服和努力下，一个又一个的农牧民家庭
把孩子从牧场送进学校。

毕世祥曾当过 11 年州旅游局长，在他的手
中，甘孜州从州到县到景区的全方位旅游规划
体系初见雏形。景区发展了，百姓致富了，这
位甘孜州旅游的“总规划师”却走了。

那天，毕世祥行走在康定到新龙的路上，对
面的雪山与初升的太阳辉映，光芒四射、晶莹剔
透。同车的工作人员旷伟回忆，毕世祥掏出手机
打给好友，“甘孜下雪了，景色相当漂亮，欢迎你
们来旅游，顺便帮我们拍点好风景，做个宣传。”
接着他又打给州歌舞团团长刘力夫，“元旦春节
快到了，要加紧排练出群众喜欢的节目，送到农
牧民的家门口⋯⋯”此时，车祸发生了，他带着
对家乡的牵挂，永远地融入了雪域高原。

永远走在为民服务的路上
———追记四川省甘孜州原州委常委、宣传部长毕世祥（上）

本报记者 曹红艳

毕世祥（左）在四川省丹巴县八底乡文化站与村民跳歌庄。 （资料照片）

普速卧铺火车票也打折了！
记 者 在 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 官 方 购 票 网 站

12306 上看到，部分打折的列车卧铺信息栏中
已显示“折”字样，在左上角以黄色三角区进行
标注，点击后显示的票价已经转变为打折后的
票价。如 2604次临汾至秦皇岛，优惠区段为天
津至秦皇岛，优惠后的硬卧价格为 61元。

“卧铺打折的幅度，是按硬座票价为基础
测算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根据公告显示，200 公里内硬卧优惠票价
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票价的 170%计算，软
卧优惠票价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票价的
270%计算；200 公里至 400 公里间硬卧优惠
票价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票价的 158%计
算，软卧优惠票价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票价
的 258%计算。

记者对比价格后发现，此次优惠涉及了
全国范围内 556 个车次。这些优惠车次运行
时间基本都在 4 个小时左右，价格打折后，
硬 卧 与 硬 座 的 价 格 仅 相 差 20 元 至 30 元
不等。

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由
于卧铺在短途方面没有优势，再加上票价相
对较高，大多数旅客会选择硬座出行，这样
就出现了部分车次硬座抢手、卧铺空闲的局
面，浪费了很多铁路运能。

“通过打折，拉近了硬座与卧铺的价格
距离，使旅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能最
大化释放铁路运能。”该负责人说。

火车票淡季打折会不会成为惯例？多位
业内人士对此持乐观态度，随着铁路市场化
运营的深入，卧铺车淡季出现不同的折扣或

成常态。
其实，早在去年 7 月至 8 月底，中国铁路总

公司就将京广、京沪高铁部分动车组列车的商
务座、特等座和一等座票价按不同时段打折优
惠。虽然由于时间限制和打折幅度等原因，效
果不甚理想，但此举确实迈出了票价市场化的
第一步。

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票价实行
淡季打折，是铁路政企分开后的有益尝试，目的
在于探索营销票价策略。试行客票浮动定价，实
际上反映了铁路总公司正在采取措施，积极转变
服务理念和经营机制，努力适应市场需求，提高
企业竞争力。

有关专家也表示，此次铁总推出打折车票的
举动，更多应解读为一种市场化信号，解读为以
顾客价值为主的公司转型进程。价格变得更有弹
性、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这是任何成长型公司必
然追求的经营理念。

票价打折之举成功不成功，还要由旅客说
了算。仅从目前打折车次车票销售情况看，效果
还未完全显现。但多位受访旅客表示，乐于见到
火车票打折这样的市场行为，希望铁路总公司能
根据出行客流变化及时调整打折力度，逐步扩大
实施范围，更加贴近市场和旅客需求，争取市
场、铁路、旅客多方全面受益。

火车票淡季打折或成常态
本报记者 齐 慧

12306 网站日前刊登公告，说明 2014 年 3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9 月 30 日至 10 月 7 日除外），对始发的部分旅客列车末

端空闲卧铺执行优惠票价。此次针对短途卧铺进行打折，不仅

适应了旅客需求，也充分利用了铁路运输能力。

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记者徐硙） 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正在全
国范围开展，2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和中国记协向社会公布了 14起网络新闻敲
诈和编造传播假新闻的典型案例。

本次公布的网络新闻敲诈和编造传播假新闻案件有：山西省忻州市寇某某假冒
“西部廉政监督网”记者实施敲诈勒索；今年 1 月高某等五人开设“中国廉政网”“中国
县域网”两个非法网站，冒充记者诈骗上访民众；去年 8 月江苏徐州仲某等四人私设

“今日焦点网”，在全国各地进行敲诈勒索；去年 11 月，多家媒体新闻客户端以及官方
微博发布“2014 年放假安排时间表”的假新闻；去年 3 月《法制晚报》在其网站刊发

《季宅“失窃”案 被告人无罪》的假新闻等。
中宣部等 9 部门表示，要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打击网络新闻敲诈和假新闻案件，接

受采访的单位和个人如果发现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举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专项行动举报电话：010-65212870，010—65212787；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举
报电话：12377；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的举报电话：12390；中国记协的举报电话：
010—58262800。

14起网络新闻敲诈和编造传播假新闻典型案例公布

本报北京 4 月 2 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利法执法检查组第
一次全体会议 2 日在京召开，正式启动专利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将分 5 个小组，
分赴辽宁、安徽、浙江、广东、陕西 5 省进行检查。同时委托天津、黑龙江、上海等 8 省

（市）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内对专利法实施情况进行自查。
本次执法检查工作，重点围绕专利的申请、运用和保护开展，将对行政机关依法

加强管理和服务，引导和支持专利创造，运用法律制度加快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维护专利权人合法权益，营造良好
知识产权保护氛围的情况；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等创新主体加强专利申请、运
用和保护，提升创新能力的情况，以及专利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和专利律师队伍建设的
情况进行检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专利法执法检查

（上接第一版）

立行立改，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对梳理出的问题，兰考县不回避、不掩饰、不等不靠，即知即改。对个人问题立行
立改，特别是对征求到的涉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的具体问题，及时反馈给当事人，要
求制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限，单位“一把手”负责审阅班子成员的整改计划。对突
出问题专题立项，实行整改项目销号制，解决一个销号一个。同时，实行“三查一公
示”，单位自查、督导组督查、职能部门检查并在适当范围公示。

在共性问题的专项整治上，如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开展 3 个专项治理行
动。正风肃纪，所有县直单位和乡镇全部纳入公务卡制度改革范围，办理公务卡
2030 余张；开展公车使用情况检查 8 次，对 3 名公车私用的科级干部给予党纪处分；
采取实地检查、点名抽查、跟踪查询等措施，“干部走读”问题得到初步整治。维权利
民行动，初步排查出疑似不符合城乡低保条件的对象 257 户 355 人，对涉案的党员干
部正在研究处理。化解信访积案行动，对 24 起信访积案，分别明确县级领导干部包
案，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目前已化解 19起。

开展扶贫帮困，每个县直部门定点帮扶一个贫困村，每名科级以上干部结对帮扶
一户困难群众，已与 1026 户贫困家庭结成帮扶对子，捐款捐物 14.37 万元，协调贷款
269.5 万元，帮助 242 户找到了致富门路。实施便民服务，取消审批事项 18 项。实施
清洁家园行动，整治县城背街小巷 12 条，开工建设排污管道 15 公里，疏通城内河道、
下水道 34.3公里，清理垃圾。

深学实查开局 立行立改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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