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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林如敏

继早前芒果台艺人 、 《声入
人心》成员仝卓在直播中自爆高
考舞弊被下课后 ，综艺节目 《天
天向上》也出事了。

令人掩面的是 ，这次居然又
是舞弊 ！ 仝卓的队友 、 《天天向
上》主持人高天鹤被网民举报在
去年主持人资格考试中作弊，并
已经广电部门核实。 昨日，高天
鹤发布了致歉信。

嗟夫，一之谓甚，岂可再乎。
“天天向上” 这四个字， 通常都
是和 “好好学习 ” 连缀在一起
的， 虽然仝卓并非 《天天向上 》
主持 ，但同为芒果台艺人 ，如此
这般舞弊不断，难不成是硬要改
造我们的思维 ，逼着人读成 “好
好舞弊、天天向上”么？

这当然只是调侃 ，但往事并
不如烟 ， 网民又想起早在 2015
年，主持人田源即因出轨问题被
《天天向上》弃用。

一个艺人出问题了 ，弃之不
用 ；又一个艺人出问题了 ，弃之
不用。这对于节目方来说不是问
题 ，盖三条腿的蛤蟆难找 ，两条
腿的艺人有的是。但接二连三爆
出丑闻 ， 艺人个体当然难辞其
咎 ，于平台方而言 ，“弃之不用 ”
就万事大吉了？

显然不是。 “整改 ”两字 ，言
近旨远博大精深， 节目导向 、艺
人审核 、素质提升等等 ，都值得
节目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高天鹤在致歉信中说 ： “人
生中面临的所有命运的馈赠 ，都
应该努力拼搏用双手踏踏实实
地去赢得 。 ”说得很对嘛 ，鉴于
他提到了命运、 馈赠什么的 ，我
就 再 给 他 补 充 一 句 陈 词 滥 调 :
“她那时候还太年轻 ， 不知道所
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
标好了价格 。 ”于仝卓 、高天鹤
如此，于节目组亦如此。

据新华社电 就美方日前
宣布对中方有关涉港官员等
实施签证限制，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29 日说， 针对美方错
误行径，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
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
施签证限制。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
上说，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

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对此无权
干涉。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
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
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
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美
方通过所谓制裁阻挠中方推进
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图谋绝不
会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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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决定：
对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
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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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庄严的承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6·30 广东扶贫济困日

海南离岛旅客

每人每年免税购物额度
下月起提高至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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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理财通”要来了
大湾区内可互买理财产品

正式启动时间和细则尚未确定
详见 A3�

《天天向上》
该“好好学习”了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对防汛救灾工作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李希主持会议
详见 A2�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摄
影报道：工作和居住在广州市越
秀区建设大马路和建设六马路
一带的市民横过环市东路时将
感受到老天桥加装电梯开通后
的便利。 今天早晨，位于环市东
路建设大马路路口和建设六马
路路口的两座人行天桥加装的
电梯投入使用。 不少早起的市民
体验到使用天桥电梯的便捷。

今晨 7 时整，记者在环市东
路建设大马路路口天桥看到，维

护电梯运行的郑师傅准时到岗，
掏出钥匙插入电梯启动口。 伴随
钥匙转动，电梯开启。

“这个电梯可以用了？ ”路过
的冯奶奶立即试搭了一回电梯。
在分别体验了搭乘电梯上下天
桥后，冯奶奶赞叹不已：“我今年
70 岁了，做过髋关节手术，平时
上下这座天桥走楼梯非常吃力。
现在电梯可以用了，我出来买菜
方便多了。 ”

听到街坊点赞，郑师傅很高

兴。 他打了一桶水，来到建设大
马路路口天桥以东 200 米的建
设六马路路口天桥，再度掏出钥
匙开启该天桥电梯。 记者看到，
不少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的
学生也过来尝鲜，“这个电梯太
好了。 ”陈同学试搭电梯后告诉
记者，电梯梯口正好朝学校方向
设置，这为赶时间上学的学生提
供了方便。

“第一天开通，要给街坊留
下一个好印象。 ”郑师傅开心之

余不忘工作。 只见他提着刚刚打
来的一桶水，为电梯擦去灰尘并
清理旁边的落叶。

随着早高峰的到来，越来越
多的上班族开始使用两条天桥
电梯，有市民掏出手机记录电梯
开启的一幕。 怀抱婴儿的李女士
告诉记者：“天气热，抱孩子走楼
梯很辛苦，现在有了电梯，上下
方便多了。 ”记者现场统计两条
天桥上楼梯的级数，建设大马路
路口天桥电梯为街坊节省 43

步，建设六马路路口天桥电梯为
街坊节省 51 步。

据了解，这两处天桥建成均
已超过 20 年。 目前这两处电梯
的开放时间为每天 7 时到 21
时，未来将根据市民出行需求适
当调整开放时间。

目前，广州市东风路、解放
路等主干道也有天桥正加装电
梯，部分天桥的电梯进入调试验
收阶段，未来将有更多街坊能体
验到搭电梯过马路的便捷感。

广州环市东路两条天桥新装电梯今晨开通

搭电梯过马路节省四五十步今今天天
消消息息

今今天天早早上上，，广广州州环环
市市东东路路建建设设大大马马路路路路
口口天天桥桥电电梯梯开开通通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
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
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勉励他们
继续讲好关于理想信念的故事，并对
全国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提出
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 ，100 年
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
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
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
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
在，你们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

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
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你
们坚持做下去、做得更好。

习近平强调，心有所信，方能行
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
奋斗。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
念， 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
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智慧和力量。
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

文全译本的翻译者，也是新中国成立
后复旦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2018 年
5 月，复旦大学将陈望道故居改造为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该校一批青年
教师和学生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面
向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开展宣讲活
动。近日，党员志愿服务队的 30 名队
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参加
志愿讲解服务的经历和体会，表达了
做《共产党宣言》精神忠实传人的信
心和决心。

习近平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回信

新华社电 中央宣传部 （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
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近日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版
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
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并写入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把这一重要思想载入宪
法，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
与时俱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
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
卷、第二卷出版以来，在国内外
产生了强烈反响。党的十九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推进新
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又发表
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具有
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
思想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
演讲、 批示、 指示、 贺信等 92
篇， 分为 19 个专题。 为了便于

读者阅读， 该书作了必要注释。
该书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
时间内的图片 41 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生动记录了党的十九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统揽伟大
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
新的重大进展的伟大实践，集中
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
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的出版发行，对于推动广大干
部群众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
统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 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对于帮助国际
社会更好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
主要内容，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
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中英文版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
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