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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峡

战略、方向、大势、长远等是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 “高频词 ”。省
委书记杜家毫最近在本报发表 《领导
干部要学好用好科学方法论 》的署名
文章 ，强调要强化战略思维 ，培养战
略眼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
义。

强化战略思维， 要观大势、 谋大
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前时
和势总体于我有利， 我国发展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对我省作出了“三个关键”时期的
战略判断： 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
开启实现基本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

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发展
动能转换、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重塑经济空间、厚植发展优势、奋力走
在中部崛起前列的关键时期。 置身如
此关键时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如何避免陷
入鸡零狗碎的事务主义，抓住重点、绵
绵用力、久久为功，是全省各级各地需
要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的关键一环。

强化战略思维，要因势而谋、应势
而动、顺势而为。战略是管方向的 ，举
一纲而万目张。省委提出的“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就是在把握时代发展
大势的基础上， 着眼影响全省发展的
主要因素、 核心变量和突出短板提出
来的， 是湖南实现跨越发展的必由之

路、关键之举、根本之策。当然，这是对
全省整体而言的，具体到各地各部门，
必须围绕创新和开放的重点， 特别是
省委提出的“451”行动，结合自身实际
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 力求在关键环
节和重点领域有所突破。

强化战略思维，要胸怀大局、放眼
长远、统筹兼顾。胸怀大局 ，就是要在
全省乃至全国大局下想问题、办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提出了 “着力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加强保
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着力推进农业
现代化”的指示要求，这是全省今后相
当一段时期事关全局，要全力以赴、取
得成果的大事。放眼长远，就是要算大
账。比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暂时

可能会拖累GDP的增速， 甚至会影响
一时的财政收入， 但从长远看有助于
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统筹兼顾 ，要求
注重协同一体，不能以一隅之得损害全
局之利。 比如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就
需要全流域共同行动，不能再走先污染
后治理、上游排污下游受害的老路。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当桅杆顶
刚刚露出的时候， 就能看出这是要发
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 并能掌握
住它，这才叫领导。”正因如此，毛主席
总能够在时局关键之际作出正确的战
略预见和决策。当前，全省各级领导干
部只要不断增强工作的全局性、 前瞻
性、系统性，并狠抓落实 ，就一定能开
辟发展新境界。

李英锋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数
据 ： 2016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受
理一审、 二审和再审行政案件
331549件， 同比上升10.6%； 去
年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中， 行
政机关的败诉率同比小幅上升。

多年来 ， “民告官 ” 案中
行政机关败诉率一直很低。 在
不少地方， 行政机关都扮演了
“常胜将军 ” 的角色 ， 鲜有败
绩。 放到这样的背景下来比较
和衡量， 行政机关败诉率的上
升就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 哪
怕只是小幅上升， 也显得难能
可贵。

这种进步 ， 可以看成是党
中央切实推进法治建设所取得
的成果。 这些年来， 不断推进、
完善的立案登记制， 相比原有
的立案审查制， 大大降低了立
案门槛， 有助于群众直接表达
自己的利益诉求 ， “民告官 ”
的法律入口更宽 。 与此同时 ，

司法对 “民告官 ” 呈现出明显
的鼓励 、 保护 、 支持的姿态 ，
并且给出了具体的保障性措施，
“民告官” 案件的数量提升顺理
成章。

另一方面是构筑司法公平
正义的基石在不断夯实 。 中央
出台了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
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 和 《司
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
录和责任追究规定》。 最高法也
制定了相关实施办法 ， 设立内
外人员过问案件信息录入等规
定， 堵住了司法人员干预司法
的漏洞， 震慑、 制约了司法人
员干预司法的行为， 对一些有
能力干预的部门或人员也起到
了警示教育作用， 优化了司法
机关的办案环境， 促进了司法
公正。

“民告官 ” 胜诉率上升释
放出积极信号， 将带给全社会
更多司法公平正义的信心和希
望。

谢晓刚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最近一段，“贵州保洁阿
姨背大学生过河”的视频在网络
热传，在网友的跟帖、评论中，对
被帮助学生的指责几乎呈现出
一边倒的态势。相反，对保洁员
保持应有的敬意反而稀稀落落。

不少网友留言“坚强环卫阿
姨照顾残障大学生”“渊深及踝，
年逾二十， 健壮阿婆， 救出巨
婴 ” ……而参与背学生的保洁
员蔡阿姨今年49岁，她说当时学
生在互相背，自己也和另外一名
保洁员主动提出要帮忙。“学生
都不好意思，要自己脱了鞋子走
过去， 但我说脱鞋浪费时间，我
顺便就背你过去了”。 整个过程
持续了十几分钟，等“临时桥”搭
好后就没有再背了。

你情我愿，视学生为自己的
孩子，同学也有相互背的，绝大

部分学生自己趟水上课……这
些细节的存在， 不能被人为忽
视， 更不能无限放大保洁员、大
学生之间“身份”的差异。

一者，两位保洁阿姨的脸上
充满着开心的笑容。对于她们来
说，能短暂地帮助一下与自己孩
子年龄相当的学生，而孩子并没
有因为陌生拒绝她的善意，这本
身，就是一种信任的情感，就是
一种母爱般的关怀。

二者，在学生看来 ，这就是
雨中一幅令人感动的画面。今后
的校园，是否会出现另一种温馨
的画面：宿舍楼、校园间，手捧书
籍的学生偶遇正在清扫的保洁
阿姨，主动微笑、点头示好、其乐
融融？

有人说，“真正的温情，不止
有善意，也包含对等尊重”。网友
们每天面对海量信息，还是要尽
量从正面去看，心存感动、心留
温暖、客观一点，无需过分渲染。

� � � �这是一个思想碰撞的多元社会，也是一个百舸争流的观点时
代。湖南日报新闻评论版自开办以来，以多元稿源、多样话题、多
彩表达获得众多读者喜爱。

眼下，社会变迁纷繁复杂 ，改革大潮依旧澎湃 ，我们仍在思
考：如何更好地以言论传递读者心声，用观点推动社会进步？如何
做到立片言以居要、收千里于方寸，让“观点”版块拥有更深厚的
土壤、焕发更旺盛的生命力？

湖南日报理论评论部以更大诚意，敞开大门，邀您发言。时评
来稿请投邮箱：hnrbxwplb@163.com。

理论评论部微信公众平台———“新湖南评论”也随时等您赐稿。
不妨扫扫右面的二维码，在这里我们与您目光交汇、思想交融。

目前，一款网络游戏在青少年
学生群体中异常风靡。研究报告显
示，该网游用户中低于19岁的用户
占比达到25.7%。 媒体报道显示 ，
玩该款游戏甚至成为学生是否合
群的一个重要标志 。另外 ，近来未
成年人盗刷家长银行卡给游戏充
值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如今，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孩子沉湎网络游戏的现象越来越
普遍，并成为一种令各方担忧的社
会问题。

客观地说，移动智能的大潮不
可逆转， 而家长的陪伴与引导、游
戏公司肩负起该有的社会责任，才
能让学生在手游面前有所节制，有
所收敛。

文、图/朱慧卿

“民告官”胜诉率上升
释放积极信号

对“保洁员背大学生”
应保持一份敬意

强化战略思维 开辟发展新境

█征稿启事

新闻漫画

别让学生沉迷手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