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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中

近期的媒体报道中，屡屡能
看到这样令人揪心的新闻 ：《永
兴冰糖橙滞销， 愁煞果农》、《怀
化果农40万吨柑橘滞销》、《帮助
橙农、橙人之美》等等。

之所以会产生脐橙滞销，原
因有脐橙挂果进入丰产期，产量
提升； 全国脐橙种植总量增加，
市场竞争激烈；个别脐橙品种不
为顾客所喜爱等。 脐橙滞销，对
于果农来说，其后果几乎是灾难
性的。 果树种植绝非一朝一夕，
橙树一般定植后三年才能挂果，
四年以上成年果树方可稳定丰
产 。与此同时 ，果树种植成本也
不低 ，如脐橙的普通品种 ，每亩
种苗费、种植费用约600元，后续
费用每年约500元， 这还不包括
果农投入的人力成本。一旦脐橙
滞销，就意味着果农血本无归。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脐橙
如果滞销，对湖南的柑橘产业也
将形成冲击 。目前 ，全国柑橘种
植面积在3400万亩左右 ， 湖南

占了1/6强， 万一脐橙滞销常态
化，我省的柑橘产业将会受到打
击。

为了解决脐橙等丰产水果
的滞销问题 ，政府 、爱心人士进
行了多方努力。微信、报纸、电视
等媒体成为人们宣传脐橙的重
要平台 ，如 《麻阳脐橙15.9元五
斤包邮 ，不要点赞请扩散 !》等微
信帖子纷纷涌现。然而这种销售
模式仅仅限于熟人社会，能够扩
大的市场份额也非常有限，且因
其为救济式销售，具有不可持续
性。

解决脐橙等丰产水果的滞
销问题，核心是要解决水果保存
周期短与销售周期长二者之间
的矛盾 。事实上 ，近年来人们对
于果汁等饮料的需求是不断增
加的 。 美国市场上的 “100%果
汁”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美味
口感而深受消费者喜爱 ， 占到
60%以上的市场份额 。 而同期 ，
我国纯果汁消费仅为3%。 因此
大力发展纯果汁消费，不失为振
兴柑橘产业的良计。

杨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
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曾强调：“批评和
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
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按照 “纪委要
聚焦聚焦再聚焦， 把监督执纪问责
做深做细做实”的要求，廉政提醒谈
话要让扯袖子、揭底子成为新常态。

扯袖子 ，扯就 “扯到位 ”，不留
“死角 ”。约谈 ，要动真碰硬 ；任前廉
政谈话，要抓早抓小 ；上下级谈话 ，
要推心置腹； 工作函询， 要有的放
矢。同时 ，做好谈话记录 、事后跟踪

和信息反馈，不留死角。
扯袖子 ，扯就 “扯清 ”，不留 “盲

区 ”。谈话要做到 “三个扯清 ”：把内
容扯清，制定谈话实施细则，对谈话
内容进行细化； 把责任扯清， 按照
“谁主管 、谁负责 ”的原则和党风廉
政责任制 “一岗两责 ”的要求 ，把责
任细化到事， 细化到人； 把底线扯
清，谈话要突出 “不能违 ”和 “禁止 ”
的底线，亮出纪律红线，不留盲区。

揭底子 ， 揭就 “零情面 ”，“敢
碰 ”。小过即问 、有过则问 、有错即
纠，关键要 “扛住三老 ”。不当 “老好
人 ”，不做身段软柔的 “和事佬 ”，讲

原则，敢于“打板子”；对“老资格”的
问题不“破例”，不搞低声应付，把纪
律挺在前面，只要有病就治，就敢红
红脸；敢揭“老棘手”的问题，针锋相
对 、揭揭伤疤 、打当头棒 ，以防 “棘
手”成大错。

揭底子 ，揭就 “零保留 ”，“敢亮
底”。一是亮问题、露脚底。要从专项
检查、干部考察、民意调查、
信访举报、案件审查线索中
找出问题 ，不遮掩地 “露出
脚底”。二是亮责任、掏心底。
本着关爱 、 教育干部的原
则 ，从三重一大决策 、三公

经费、公务用车 、公务消费 、对身边
工作人员及亲属管理、 领导干部任
职回避中，找出责任漏洞，分析存在
问题和薄弱环节，“掏出心底”。三是
亮风险 、挖墙底 。对平时生活 、八小
时之外、“交友圈” 之外潜在的 “隐
性” 问题进行查漏补缺， 不含糊地
“挖出墙底”。

邓海建

湖北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坪
村，去年底统计：全村常年在外地务
工的近800人，几乎囊括了除上学之
外的所有青壮劳力。他们出去打工，
他们回家盖楼。 虽然盖房子是头等
大事，但全村185栋砖石房 ，常年一
半都是空的， 有的村民盖楼要花20
余万，多半靠负债。

拼搏半生换一房， 建了还不能
常住。 这种情况， 在湖南农村也不
少。有人说：有这闲钱 ，似不如投资
理财呢。此言偏颇，农民工家乡的房
子，更多的承载是乡愁，这是经济学
怎么算也算不清的账单。

逢年过节 ， 谁不渴望回家呢 ？
对 于 一 些 买 房 困 难 的 农 民 工 而

言 ， 城市可能安顿不了他们的安
居梦 。那么 ，操劳一年 ，在自家大
房子里睡一觉 ， 可能比什么都安
心 。下面这些村民的话 ，比大道理
更直抵人心———“家是什么 ？ 就是
房子 、老婆 、孩子 ，有房子就有个
念想 ， 农村人都认这个理 ” “越是
到老了 ，越没有本事出去挣钱 ，越
建不起房 ， 所以大家都宁愿早点
借钱建房子 ， 趁年轻出去打工还
钱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
院在 30个省份 267个村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 ： 有60.94%的农民希
望留在农村 。 这也印证了一个道
理 ：故土难离 ，叶落归根 。有了房
子 ， 才能娶得上媳妇 ； 有了房子 ，
才能立得住脚跟 ；有了房子 ，才能
有个退路和念想 。

胡艺华

近日 ，包括湘阴籍女教授彭新
华在内的九位女学霸荣获 “中国青
年女科学家奖 ” 的消息沸腾了网
络 ， 也进一步刷新了人们的妇女
观 、事业观和成才观 。其励志故事
更是给许多正在打拼 、奋发向上的
年轻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能 。尽
管她们的成长经历不尽相同 、职场
传奇各有特点 ，但彰显的却是一个
共同的人生哲理 ：人生要实现华丽
的转身 ， 必须始终保持向上的力
量。

向上，是万物生长的方向，也是
人生发展的方向。 对于 “最富有朝
气、最富有梦想”的年轻人来说 ，唯
有向上才能紧跟时代、勇立潮头，也
唯有向上才能安身立命、不负此生，
更唯有向上才能担当责任、 奉献社
会。

这群平均年龄为35.8岁的女科
学家中， 既有硕果累累的知名科学
家，也有异军突起的“80后”新锐。她
们分别在宇宙空间的物理探索 、神
经细胞的基础研究、量子计算、利用
流星余迹通讯、 情绪解码以及癌症

的攻克与治疗等研究领域， 取得了
令人惊叹的研究成果。35岁，是一个
经受压力、 充满活力同时也面临诱
惑的年纪， 她们何以能够安守于寂
寞而清苦的学术生活， 让青春在科
学的世界里绽放光芒？ 原因是多方
面的， 但归根到底源于一种向上的
力量。

向上的力量从哪里来 ？ 这是
我们理性阅读九位女科学家的励
志 故 事 后 最 应 该 深 思 的 人 生 课
题 。作为年轻人 ，要从坚定的信仰
和信念中汲取向上的力量 ， 用马
克思主义为人生导航 ， 始终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要从家国情
怀 和 使 命 担 当 中 汲 取 向 上 的 力
量 ，用 “中国梦 ”、 “青春梦 ” 为人
生加油 ， 勇于担当党和人民赋予
青年的时代使命 ； 要从道德和文
化中汲取向上的力量 ， 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人生铸魂 ， 切实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 要从实
践和磨砺中汲取向上的力量 ，用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为人生加
码 ， 在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中砥
砺自我 、奉献自我 、超越自我 。

返乡建房承载醇美乡愁

9位女科学家昭示向上的力量

让扯袖子、揭底子
成为廉政谈话新常态

解决脐橙滞销有良策

腾讯近日发布的 《移动支付网
络黑色产业链研究报告》显示，每天
大约有60多万人次连接了存在安全
风险的WiFi， 全年被支付类病毒感
染的用户高达2505多万， 平均每天
就有81000多人遭受支付类病毒的
侵害。

“黑色WiFi”扰人的数据 ，读来
令人担忧。 新年将至， 网民们蹭个
网、转个账、淘个宝，可得提高防范
意识。在技术、监管层面 ，有关部门
也应该有所作为， 为人们的上网安
全保驾护航。

文/金雨 图/李宏宇

警惕“黑色WiFi”

唱响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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