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2000米长跑训练耐力； 俯卧撑
20×5组/次、10个引体向上 (男) 或哑铃
(女 )训练上肢力量；屈腿仰卧起坐30×4
组/次和仰卧举腿30×4组/次锻炼腰腹
力量……这不是健身房教练开出的训练
表， 而是成都七中今年寒假布置给所有
学生的假期体育作业。

目前，全国中小学已开启寒假模式，
对很多学生来说， 假期往往意味着做大

堆作业、窝在家里看电视 、上网打游戏 。
像成都七中这样布置体育寒假作业的 ，
实属少见，值得点赞。

事实上， 趁着寒暑假期间学习不那
么紧张， 让孩子们有更多时间从事体育
锻炼、“休养生息”，既可让他们以饱满的
精神、棒棒的身体迎接下一学期的到来，
也能为他们的美好未来打下牢实的健康
基础。 文/何迪 画/刘平

邓海建

猴年春晚播出进入倒计时，关于
春晚的消息一波接着一波。著名表演
艺术家六小龄童26日在微博上晒出
了自己录制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联
欢晚会时的“美猴王”扮相，千万网友
更是呼唤六小龄童上春晚。

盼春晚，看春晚，骂春晚，似乎已
成了春晚的悖论，其中很重要一点是
众口难调 ：你要TFBOYS，他要小虎
队；你要哆啦A梦，他要花仙子；你要
琅琊榜，他要封神榜；怀旧派想见赵
忠祥 ， 哈韩族盼都教授……选什么
人，演什么戏，哪能尽如人意？从这个
意义上说，春晚剧组“落下”六小龄童
或者谁谁谁，用不着过度阐述 、夸张
演绎。每个人都曾青春年少 ，都有自
己的偶像，如果人人“梦想成真 ”，春
晚别说5个小时， 就是50个小时也承
载不下所有人的梦想。

不过春晚也有些一脉相承的东
西。比如敲钟仪式，比如围绕生肖展
开的“民俗演义”。从这个意义上说 ，

猴年说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那么，
让六小龄童撑起几代人的记忆，也算
契合年俗的大主题。 更重要的是，这
些年的春晚，都在标榜“开门 ”意味 ，
屡屡征集民意 。 还有个因素不能不
提：2016年是猴年，也是1986年版《西
游记》播出30周年的日子。因此，早就
有消息称唐僧师徒有望聚首猴年春
晚。这也导致春晚官微的一条微博有
4万多网友留言 ，90%都是网友呼唤
六小龄童；而春晚导演吕逸涛的一条
微博也一天引来22万留言，大多是吐
槽没有邀请六小龄童。有人说得很动
情：当零点钟声敲响时 ，六小龄童蹦
出来喊一句“俺老孙来也”，会有多少
人激动得泪流满面！

为什么想在春晚看到六小龄童？
这背后可能有千万个理由。但最大的
理由， 无非是对逝去光阴的温柔安
抚———在西游记与美猴王的 “布景”
下，有了追忆的坐标。循着那个点，我
们的欢笑与泪水，不仅是为某位艺术
家的演技而奔涌，更多的是为人生的
美好而飘洒。

为什么想在春晚
看到六小龄童

责任编辑 易博文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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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勃

民之所盼，政之所为；政之所系，所
为惟民。

杜家毫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要以真心实意保民生， 以真金白银
兴民生，以真抓实干惠民生，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一席话语，让三湘人民
倍感温暖、信心满怀。

“获得感”，表达的是一种对外部条
件的真实心理体验， 自习总书记在中央
深改组第十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来，迅
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 从而成为
一个“热词”。相较于“幸福感”，“获得感”
更加避免空泛，更加直抵民心，更加注重

实效，更加易于量化。
“获得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

盼与现实获得之间的契合， 是改革成果
公平共享的具体体现。“提升群众的 ‘获
得感’”不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以
实际行动知实情、办实事、谋实招、求实
效。

增加“获得感”，须了解民众需求。民
众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俗话说“鞋
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政府不能代替
民众作出需求选择， 而是要在细致入微
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作出符合民众需求的
制度安排，使公共政策更接地气，使措施
手段有的放矢。了解民众需求，须树立正
确的群众观，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摈

弃“官本位”思想，把践行群众路线贯穿
于日常工作的始终， 把为民务实清廉作
为干事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增加“获得感”，须“抓细抓小”。省委
书记徐守盛在参加湘潭市代表团审议时
指出：“老百姓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
醋茶。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就在这些实
实在在的小事中。 我们的工作一定要从
老百姓关心的事情抓起。”群众利益无小
事，要提升民众“获得感”，就必须以强烈
的责任感解决他们各种“琐碎”的利益诉
求。只有俯下身子“抓细抓小”，才能提升
民众的整体“获得感”。

增加“获得感”，须建立完善利益均衡
机制。 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尤其要
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刻
变化，重视贫富差距、地域差距、行业差距
等非均衡状况。要大力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贯
彻“五大发展理念”以继续释放改革张力，
按照“六个精准”扶贫方略打好扶贫攻坚
战，践行“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
展。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普惠的利益均衡机
制，把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让全体
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只有把群众
放在心上、把工作落到实处，才能不断增
加群众“获得感”，从而得到他们的拥护
和赞扬。

培植绿色理念，推进绿色转型。必须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广
大农民树立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消费方式，依靠
绿色发展创造经济红利，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的完美统一。 进一步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探索并扩大 “股田
制”、“土地经营权、林权抵押贷款”等土地制度的变革实践，增
加“三农”金融有效供给，推动更多项目与资金投向“三农”，带
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坚持教育培训多管齐下，提高劳动力素
质及其流动性，改善劳动力质量与结构，将农村“人口红利”转
变为 “人力资本红利”。 岳阳近年共培育新型职业农民8万余
人，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3241家，201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增加值均增长4%以上。

实施绿色生产，拉长绿色链条。以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集
约化、机械化、社会化为方向和目标，推动农村承包经营土地、林地
有序流转，大力发展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做实做强专业合作社，提高“三农”社会化生产和服
务水平。拓展加工、经营、流通等链条，通过“互联网+农业”构建一
产业“接二连三”格局，整体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加快完善农产品质
量安全标准和生产技术规范，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质量追溯保
障体系，着力打造农产品“放心工程”。近年岳阳大力发展绿色农
业，成功申报无公害或绿色蔬菜产品145个、涉农中国驰名商标27
个；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2705家、各类家庭农场3944家，现代生态
农业发展架构基本成型。

构建绿色环境，打造绿色家园。构建绿色生活环境，推进绿色
家园、宜居农村建设，深入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农业面源污染
整治和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田园系列行动，着力推进造林绿
化，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宜居秀美乡村。构建绿色政策环境，
加大“三农”投入，建立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全面落实各
项支农政策，组织实施创业富民行动，更大力度推进精准扶贫，帮
助困难群众、贫困地区共建共享全面小康社会。构建绿色服务环
境，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统筹农村规划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村
居民的获得感和归属感。2015年，岳阳将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
与农村规范建房有机整合，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
10%，成功获评“中国十大活力休闲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绿色是“三农”
永续发展的底色

绿色是活力的象征、
生命的底蕴。党中央将绿
色发展上升为治国理政
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充分体现了对发展规律
认识的深化和推动永续
发展的愿望。贯彻落实绿
色发展理念，走“绿色化”
发展道路，“三农”工作才
能阔步前行。

� � � �李志坚 通讯员 摄

新声用实际行动
增加群众的“获得感”

■新闻漫画
为“体育寒假作业”点赞

岳阳市委副书记 李志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