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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才云

日前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就
中央环保督察立行立改工作分别作出
批示，要求全省各级各地认真对待督察
中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整改 ，以
扎实有效的工作回应人民群众的重大
关切。

这几天，朋友圈里尽是 “长沙蓝 ”的
美图———蓝天白云下， 我们的城市竟是
如此美丽！环境向好，是这些年来矢志建
设“美丽湖南”的回报。与此同时，也须认

识到，“环境保卫战” 不可能毕其功于一
役，就环境执法而言，就仍有许多“硬仗”
要打。

开展环境执法 ， 要打一场 “攻坚
战”。 我省现有污染型企业存量仍旧不
少，企业转型困难，加之治污能力不足 ，
投入经费不足 ， 增加了环境治理的难
度。这就要求我们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
治高度， 以解决饮用水不安全和空气 、
土壤污染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
问题为重点 ，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以扎
实有效的工作回应人民群众的重大关
切 。

开展环境执法，要打一场“持久战”。
长期以来，少数地方仍习惯于“先发展 、
后治污” 老套路， 把发展与环保对立起
来；有的不良企业、无良经营者无视法律
的“钢齿铁牙”；加上还没有彻底根绝的
地方保护主义等情形， 无不折射出环境
执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因此，要
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让环境保护
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

开展环境执法，要打一场“游击战”。
环境执法力度加大，诸如“神秘洗衣厂 ”
“小泡沫厂”“废机油存储点”之类的 “散
乱污”小企业、小作坊，就会与执法部门

玩起“老鼠和猫”的游戏 ，让执法人员防
不胜防、让群众烦不胜烦 。对此 ，要树立
起“以变应变”的工作思维 ，发扬不怕疲
劳、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把“散乱污”小
企业全部锁定并精准处理。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我省 ，是
促进湖南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的重大机
遇。各级各地须从强化“四个意识 ”和五
大发展理念的高度， 认真对待督察中发
现的问题，切实把环保责任扛在肩上，把
环保工作抓在手上，尤其要从制度环节、
作风环节发现问题， 使督察的成果常态
化、可持续。

祁阳县委书记 周新辉

担当就是要牢记责任、
恪尽职守。 面对发展重任、
改革难题、竞争挑战 ，每一
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守责任
担当， 以担当诠释忠诚，以
作为彰显价值。

以过硬作风促进担当。
要立说立行不拖延。牢固树
立时间意识、 效率意识，坚
持说了算、定了干、马上办，
促进各项工作迅速落实 ，
推动发展不断提速 。 要苦
干实干不空谈 。 切实发扬
“五加二 ”“白加黑 ” “晴加
雨 ”的工作精神 ，让 “夙兴
夜寐 、 激情工作 ” 成为常
态；对需要长期抓 、反复抓
的重点工作，始终以 “钉钉
子”的精神盯住不放 、一抓
到底；坚持“一线工作法 ”，
拿出更多时间深入基层一
线、项目现场 。要迎难而上
不畏难 。“惟其艰难 ， 才更
显勇毅”。面对工作中的困
难和矛盾，要逢山开路 、遇
水架桥，把困难踩在脚下，
把压力化作动力 ， 把难点
干成亮点。

以 “关键少数 ”引领担
当。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干
事创业， 一级做给一级看、
一级带着一级干 。要喊 “跟
我冲”，少讲“给我冲”，既当
好指挥员， 又当好战斗员，
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一起
打拼。要成 “定海神针 ”，不
玩“太极推手 ”。大胆负责 、

敢抓敢管，切实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有力、守土有效，以
过硬的责任担当，成为所在
地区 、单位的 “定海神针 ”，
决不能遇到矛盾问题就上
推下卸 。要敢 “得罪人 ”，不
做 “老好人 ”。为了工作 、为
了发展，得罪人的事该干的
必须干，讨人嫌的话该说的
必须说 。要当 “内行人 ”，不
做 “门外汉 ”，要勤于学习 、
完善自我，以硬本领成就真
担当。

以科学机制激励担当。
要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大力
选用敢于担当、实绩突出的
“狮子型”干部，真正让实干
者实惠 、有为者有位 。建立
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
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
干部负责。要改进考核评价
机制 。发挥好考核评价 “指
挥棒 ”作用 ，科学设置考核
指标， 着力强化结果运用，
激励党员干部在项目建设、
征地拆迁等重点、难点工作
上敢担当 、有作为 。要健全
督查问责机制。围绕重点工
作、重要部署和重大项目 ，
加大督查密度和强度 ，形
成以目标倒逼进度 、 以任
务倒逼责任 、 以督查倒逼
担当的高压态势 。 对不担
当 、不作为的干部 ，坚持依
纪依规严格问责， 不出力，
就出列。

以一流业绩体现担当。
要争创人民满意的业绩。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以为民、惠民、安民为目
标，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让
百姓生活得更有质量更有
尊严 。 要争创领先率先的
业绩 。 我们要始终保持干
事业的拼劲 、 争一流的干
劲、走新路的闯劲 ，努力在
各项工作中冲在先 、 走在
前 。 要争创利在长远的业
绩 。 “公 者 千 古 ， 私 者 一
时”。要以 “功成不必在我，
建功必须有我”的胸襟 ，多
做一些打基础 、 利长远的
工作 ， 努力创造经得起历
史 和 人 民 检 验 的 发 展 业
绩。

� � � �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捧
红了一众文物修复师， 但其实这一行当
人才稀缺。为改变这一局面，今年，北京
联合大学、 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和故
宫博物院联合开展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
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验项目，
2017年招生规模为30人， 招生对象为符

合当年中考升学资格的本市正式户籍考
生，目标是将他们培养成“故宫匠人”。

今日的中国，需要各种人才。做好
稀缺人才培养工作，对冷门行业的人才
补给具有重要意义，期待“故宫匠人”培
养项目能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

画/陶小莫 文/钟欣文

新声

把担当精神立起来

周新辉 通讯员 摄

保护环境，非三“战”不言功成

奚旭初

据光明日报报道， 中国科协日前组
织的一项对全国23个省、区、市中小学学
生的调查结果显示， 仅有7.3%的青少年
表示将来愿意当科学家， 且比例随年龄
增长而不断降低。

这个调查 ，犹如警钟 。而横向比较
则更发人深省，国际经合组织的一项评
估显示，中国中学生期望将来进入科学
相关行业的比例明显低于美国 ，不及经

合组织国家的均值。在科技日益成为国
家核心竞争力的历史背景下 ，“当科学
家”失去吸引力，孩子没了科学梦 ，着实
堪忧。

孩子眼里科学家光环的褪色， 给我
们提供了一面透视社会现状的棱镜 。现
状之一是拜金心态。“宁愿坐在宝马车里
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干得好不

如嫁得好” ……以金钱论成败成了潜规
则， 使价值观和心态都发生了倾斜 。当
“30岁还不成功就没希望了 ”成为 “警世
之言”的时候，“坐冷板凳”的科学行业难
免被冷落。

另一个问题是教育有缺陷。 从事科
学要有创新意识和质疑精神， 但从幼儿
园到小学，从初中到高中，应试教育要的

是 “标准答案 ”而不是 “质疑精神 ”。不
“标准 ”即淘汰 ，难容奇思异想 。很多孩
子在 “标准 ”中被整成了流水线上生产
的零件，不会质疑，不想创新 ，这从职业
爱好的层面看，也难以对科学产生兴趣
了。

专家呼吁加强科普， 让学生在接触
科技中萌发志趣，这当然需要，但远远不
够。不让“坐冷板凳”者吃亏，让价值观正
本清源，让创新教育走进校园，就是孩子
科学梦的温床。

孩子为啥不想当科学家

毛建国

舆论场上 ，一直存在 “中年危机 ”的
说法。它是指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当人到
中年时并非“不惑 ”，而是面临更多更大
的困惑， 不仅容易产生生理及行为上的
不适应和心理上的不平衡，而且由于“压
力山大 ”， 常常担忧人生可能经历的事
业、健康、家庭、婚姻等各种关卡和危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这种 “中年危
机 ”有向年轻人蔓延的趋势 。从 “1988年
出生的中年女子”到“34岁老来得子”，再
到“1992年生人已经正式步入中年”……
一段时间来舆论场上出现的种种议题 ，
虽然有些夸张或是矫情， 但也多少说明
了一些问题。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未必
认可人到中年的说法，但在一些人身上，
也存在“青春染暮气”的一面 ，有的人甚
至感叹“累觉不爱”。这种集体无意识，需
要引起重视。

“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
忘乱”。从本质上讲，“中年危机 ”是一种
危机意识，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危机意识
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品质。 罗兰讲过一句

话，“每个人心中都应有两盏灯， 一盏是
希望的灯光，一盏是勇气的灯光。有了这
两盏灯光， 我们就不怕海上的黑暗和风
涛的险恶了”。如果“中年危机”指向的是
珍惜时光，珍惜当下，以更拼搏的姿态面
向未来，这样的“中年危机 ”并不是什么
坏事。

现实中经常看到， 一些人虽然人到
中年，但依然澎湃着年轻人的激情，依然
有着淋漓的正气， 依然奋进在梦想的道
路上。反观一些人，明明年纪轻轻却失去
了前进的朝气， 染上了安逸的暮气———
这是典型的“中年心态 ”。存在于年轻人
身上的“中年心态 ”，才是值得警惕的最
大危机。

屠呦呦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曾经讲
过，“不要只贪念生活的宁静 ，应该有面
对暴风雨的勇气 。” 这何尝不是一位长
者对年轻人的忠告 。没有人能够永远年
轻 ,但永远有人正年轻着，前者指向的是
生理 ，后者指向的是心理 。对于年轻人
来说 ，不管如何 ，都不要失去年轻的心
态；无论怎样，都不要丢弃向未来奋进的
姿态。

“中年心态”比“中年危机”更可怕 新闻漫画

培养“故宫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