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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龙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
时指出：“脱贫攻坚一定要扎扎实实， 我们
的时间表就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还有几年时间，不要脱离实际随意提
前，这样的提前就容易掺水。”总书记的讲
话，可谓切中扶贫工作要害。

自从党中央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
动员令以来，“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就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关键词 。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就是向全
党提出警示： 要清醒地树立起正确的扶贫
观，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可贪快冒进，必须
做到“时间服从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八洞村指导扶贫工作时特地叮嘱当地干
部：你们不要在我走后堆出一个“盆景”来。
殷殷深情，声犹在耳。

以2020年为期， 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是党向全国人民立下的庄严承诺。在这

场攻坚战中，越接近目标，扶贫的“骨头”越
硬越难啃。在这样的背景和压力下，就可能
有人投机取巧，在“纸上功夫”上动歪点子，
玩“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的“套路”。

扶贫工作既要讲时效，更要讲实效。凡
事贵于恒，贵于实。打赢脱贫攻坚战，既要
分秒必争，以“拖不起”“等不得”的紧迫感、
责任感稳步推进， 同时也必须对扶贫攻坚
的系统性、长期性、艰巨性有清醒认识 ，容
不得半点马虎和浮躁。

这些年来， 湖南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一
方面推进“四跟四走”的产业发展思路 ，另
一方面用最严格的考核标准实现最真实的
脱贫。在2016年度贫困村脱贫验收中，就有
9个村某些指标未达标而暂缓“摘帽”。

要保证 “真扶贫 ”，一方面必须在提升
发展能力、培育产业发展上下大力气、花真
功夫，另一方面要必须坚决克服冒进心态。
只有这样，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
才会有十足的 “含金量”。

戴先任

在全球范围内，是“张小泉”剪刀名气大还是
“瑞士军刀”名气大?答案可能是后者。有着近360
年历史的“张小泉”老字号，比不过只有100多年历
史的小字辈洋品牌，是何原因?匠心如何融入现代
制造?这些问题在今年“两会”期间引起了不少代
表委员的热议。

曾经 “青山映碧湖 ，‘小泉 ’满街巷 ”的 “张小
泉”，像是“没落刀客”，越来越难在市场上寻见。与
此形成反差的是，只有100多年历史的“瑞士军刀”
却享誉世界，成了国际品牌。

“张小泉 ”成了 “没落刀客 ”，客观而言 ，首
先是市场对剪刀需求在萎缩 ，剪刀已经退出了
现代生活刚需的范畴 。而深究其因 ，则在于 “张
小泉 ” 不能适应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和消费需
求 。

“张小泉”作为中华老字号，虽然有悠久历史，
而且一直传承至今，但数百年的传承，并没有让人
看到其有太多变化，除了剪刀还是剪刀。与“张小
泉” 同类的一些老字号或多或少都体现了一个共
同点：只重守成，而不重创新；而传统产品是手工
工艺，其传承人对现代制造业缺乏了解，难以与后
者进行有机融合。

“张小泉”与“瑞士军刀”的迥异命运，折射了
不少“中华老字号”面对现代化、经济全球化进程
时的尴尬处境。这些“经典”“国粹”“老字号”的辉
煌不再， 归根到底是自身原因———观念上的故步
自封，发展上的裹足不前。这些“致命病菌”不能去
除，抱着祖传的“坛坛罐罐”不肯放手，自然就会与
时代大潮擦肩而过。

当然，老字号也有其自身优势，品牌、积淀就
是一笔厚实的无形资产，如果能顺势而动，扬长避
短， 就有机会走出狭小天地， 擦亮蒙尘的金字招
牌。

史洪举

再过几天，就是“3·15”消费者权益日。
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 消费者维权的重点
领域也从过去的实体店转移到了网店，其
中一个很热的话题， 就是如何对待消费者
的差评权。

不同于传统消费领域， 一些网店经营
者往往乐于听到好评而怒怼差评， 有的将
差评者诉至法院索要赔偿。更有甚者，一些
商家利用“呼死你”不断骚扰差评买家，或
者将其信息泄露给不良网站， 或者邮寄寿
衣、冥币、粪便来恶心消费者。对此，有必要
强调差评权， 将其作为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来对待和保护。

严格来说， 差评权属于评论权和监督
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消费者享
有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 但现实
中， 一些商家却有选择性地对待这种监督
权，欢迎好评，抵制差评，即便是商品和服务
确实有瑕疵或问题的商家，也不惜以返现等
形式利诱消费者作出好评。这既是对正常市

场秩序的扰乱，也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
对于质量很差的商品和服务， 消费者

自然有吐槽的自由，有作出差评的权利。即
便是质量合格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由
于“众口难调”，不同消费者的体验和感受
也有所不同。 哪怕对同样一种商品甚至同
一个商品，也会褒贬不一，商家自然无权要
求消费者统一口径，全部作出好评。即凡是
消费者基于自身感受和体验所作出的评
价，都应予以尊重，哪怕这种评价是过激和
负面的， 但只要没有明显的侮辱、 诽谤情
节，商家均应保持容忍，这是经营者的基本
义务。当然，对那些通过恶意差评来威胁和
敲诈商家的职业差评行为， 则不仅不该保
护，反而应严厉打击。

差评权既是消费者行使监督权的具体
体现，也是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关
键。因为只有消费者通过分析各种好评和差
评，并参考商品总体评分，才能作出最符合
自己真实意愿的判断和选择。那么，尊重和
保护消费者的差评权，就不仅是监管部门的
职责，也是电商平台的义务。

随着“二孩”政策出台，一些女性求职不再“笃定”。求职时，人事经理先问“打算要
二胎吗？”回答稍微犹豫，招聘企业便没了下文。一些招聘网站显示，很多公司在选人
时，二胎妈妈均设有准入高门槛。而在一些企业，怀孕妈妈被辞退事件也不在少数。

依法生育是女性的公民权利，企业考虑其额外支出亦在情理之中。解决这一困境，
显然不能仅仅惩罚企业，唯有通过合理化的公共政策、多元化的社会路径，才能化解。

画/王铎 文/子强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挡车工龙吉珍，看2800锭纱，每个班来
回走动的距离近30公里。 有人为她算了一
笔账，除去节假日，加上加班时间，两年下
来，不出车间，所走的路程多达1.3万公里，
超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距离。

今年45岁的龙吉珍，是湖南金丰纺织集
团细纱车间的一名挡车工。 她30年如一日，
坚守岗位，把青春和汗水倾注在事业上。

龙吉珍出生于洪江大山深处的一个农
民家庭，幼年丧父，与体弱多病的母亲相依
为命，因无经济来源，家里十分困难。正是
这种艰难的环境， 使她练就了一股“不怕
苦、能吃苦”的韧劲，生活中再苦再累的事
情都扛得住。

“砍柴、种地的粗活难不倒我，但挡车
工是个眼疾手快的灵巧活， 起初还真干不
来。”龙吉珍回想刚进厂时这样说。

龙吉珍记得， 做挡车工的第一个月内，
所看的纱锭不到200个，但在一个月内，自己
岗位上发生的断纱、疵点等质量问题就上百
个，面对这种工作质量，车间领导语重心长
地为她分析、讲解发生的原因、提高质量的
方法。

龙吉珍深受感动，暗下决心，一定要练
好本领，来报答这种关心与爱护。

从那时开始，龙吉珍花了近半年时间，
先后向车间的5位老师傅拜师学艺，重点掌
握掐头、拔管、捉疵防疵等基本功。

第二年， 龙吉珍所看的纱锭已经超过
了1000锭，断纱、疵点等质量问题的控制已
达到公司熟练工的要求标准。

随着时间的推移， 龙吉珍所看的纱锭
数也不断增加，2009年，她照看的锭数已达
到了2800锭。2016年， 她最高看锭数达
3600锭，所挡机台的空锭率仅0.18‰，年捉
疵量4600多个，质量一等品率达100％，并
实现全年无质量扣分记录， 每年完成个人
产量计划达130％以上。

“技术上遇到难题并不可怕，关键是要
找到解决难题的办法。”每当遇到技术难题
时，龙吉珍总是充满信心地去想办法。

2012年，公司上了一个叫“U”纺的新
项目。新机器工作时，纱缠、堵锭、挂纱等现
象严重，清洁难做，断头多且不好接。

面对这些新问题， 龙吉珍连续一个礼
拜没有离开车间， 天天在琢磨解决问题的
办法，她发现了纱缠、堵锭、挂纱原因，主要
是纱距的控制、 纱锭的固定和辅助装置不
流畅导致的。掌握这些情况后，她主动向车
间技术人员提出了整改意见， 根据她的设
想，车间很快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紧密纺、
赛络纺、氨纶包芯纱等品种纺织流程，把这

些方法运用到实践中， 存在的问题迎刃而
解，产品全部达到优等品档次。

有志者事竟成。 龙吉珍在十分枯燥和
极其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长年累月坚持不
懈，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尊重，也获得了诸多

荣誉。2009年12月她荣获“湖南省巾帼建功
标兵” 称号；2014年4月被湖南省先后授予
“芙蓉百岗明星” 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
201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湖南省
“劳动模范”称号。

湖南日报3月9日讯（记者 彭雅惠）求职
者好不好就业？在湘企业待遇怎么样？近日
举行的长株潭三市就业创业工作调研会上，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今年以来
我省就业情况和全省企业用工调查结果。

省人社厅表示， 目前我省就业局势整体
稳定，前两个月，全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68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6.7%； 失业人员
再就业4.3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4.5%；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79万人，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17.9%。2016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促进计划的所有任务已全面完成， 省人社厅
对实名登记后仍未就业的进行跟踪服务，1至
2月，实名登记383人，实现就业382人。

省人力资源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初，我省市
场的求人倍率由去年四季度的1.21上升到1.23，
人力资源需求大于供给的状况进一步扩大。

从省人社厅年初开展的全省企业用工
调查情况看， 企业对今年经济形势预期整
体好于去年， 用工需求持续增加，577家被
调查企业中， 今年计划增加或保持当前用
工规模的占96.4%，这一指标比去年同期上
升了15个百分点； 企业实际用工人数增幅
为6.5%，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 今年所有被调查企业的员

工工资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 均为“差不
多”或“增加”，没有出现工资下降现象。

在长沙市，计划提供3000至4000元月
薪的企业数量最多， 占被调查企业总量的
43.29%，这一指标比去年同期提升了7个百
分点； 计划提供月薪4000元以上企业占比
达22.87%，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

多数被调查的企业表示， 今年不只简
单用增加工资的方式来招人留人， 而是会
通过完善“五险一金”、提高食宿待遇等多
样化手段，吸引求职者入职。

湖南日报3月9日讯 （通讯员 刘镇泉 张文
记者 李伟锋 ） 记者今天从湘乡市安监局获悉，
该市投资1000万元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信息系
统正在加紧建设，到年底，一个可以覆盖全市22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全部高危企业的“智慧安
监” 系统将对全市重点部位安全生产实现全天
候监管。

目前，用于监控全市300多家高危企业的视频
监控网络，已在各企业紧锣密鼓安装、调试，全部安
装到位后即与设立在市安监局的监控平台对接，可
对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实现24小时全天候远程监控
和快速、高效应急反应。同时，在全市各乡镇（街道
办事处）设立监控站，通过信息系统与省市县监管
平台实现无缝对接。下一步，该系统将与公安“天
网”、客车和校车等3大GPS监控平台联通，打造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监管网络体系。

湖南日报3月9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段
婧轩）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从今
年开始， 我省全面推行施工图计算机遴选审查机
构送审和数字化审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传统的纸质施工图审查
方式，不适应多图联审、电子备案、信息化监管要
求。而数字化审查，具有便捷高效、过程留痕、前后
延伸、数据共享等特点，不仅有效提高施工图审查
效率， 也是推进勘察设计行业信息化发展的有力
举措。

我省从2015年开始启动施工图数字化审查
改革，完成了省施工图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包括
审查机构遴选、施工图管理、施工图审查、统计分
析4个子系统和一个施工图数据库，用户对象包括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审查机构、建设主管部
门等。目前该系统是国内功能最全面的系统，住建
部去年10月专门推广了湖南经验。

2月21日，细纱挡车工龙吉珍正在车间进行纱线接头工作。 傅聪 摄

要真脱贫，不准搞“注水”的脱贫 “张小泉”缘何
竟成“没落刀客”

差评权是消费者基本权利 新闻漫画

生二胎，不应成为求职的绊脚石

湖湘工匠

不出车间，两年走完“长征路”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南金丰纺织集团挡车工龙吉珍

今年全省用工需求增加
企业愿提高待遇吸引求职者入职

今年我省全面推行
施工图数字化审查

湘乡投资1000万元
打造“智慧安监”
可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天候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