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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任 王捷

天气放晴， 久违的阳光带走了肆虐三湘大
地的强降雨，也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
一些受灾地区汛情逐渐缓解， 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被提上议事日程。

灾后重建， 是我们抗击特大洪灾工作中的
重要一环。迅速恢复生产、重建美好家园，需要
我们一如既往的发挥出抵御特大洪水时那种众
志成城、自强不息的精神。

无比幸运的是，我们有最坚强、最乐观的百
姓。“你看哪家人哭哭啼啼了？ 我们这边的人就
这样，再生能力强，再过一两年，照样活得有滋
有味。”洪水虽呼啸而过，但它带不走人们对生
活的美好期盼， 带不走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
生命力。

灾后重建，工作千头万绪，这就需要发挥亲
帮亲、邻帮邻的传统美德，有人出人、有力出力，
互助互帮。 党的基层组织要继续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保障受灾群众住有房、吃有粮、教有学、病
有医，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积极投身家园
重建、生产补损的工作。

灾后重建是系统工程，要统筹兼顾，要突出
重点，破解难点，有先有后，次第推进，还要作好
群众解释工作，宣传政策，做到公开透明，公平
公正，让群众放心，尤其要防止群众产生误解或
不理解，有情绪，生怨言，不利于灾后重建工作，
反而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

眼下，天气转好、气温回升 ，要格外注意防
止灾后疫情的发生。 省委主要领导在指导救灾
时明确要求：洪水退到哪里，次生灾害防御就推
进到哪里，消毒防疫就做到哪里。这些工作点多

面广，落实起来有难度，光有党员干部、卫生防
疫部门行动起来恐怕不够， 还要继续动员全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

灾后重建要将眼前利益与长远考虑结合起
来，要通过家园重建、恢复生产，注重查漏补缺、
“版本升级”。比如，在湖区、山区，今后与生产生
活相关的开发应严守 “不与水争田、 不与山争
坡”的原则；在城区，除了要提升地下管网的防
洪能力， 还需要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更多地融入
海绵城市理念，提升城市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要通过这次防汛抗灾，进一步树立创新、协调 、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更好地遵循经济
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针对薄弱环节不断
完善相关工作，确保今后防汛抗灾越来越科学、
越来越主动、越来越有效，让人民群众越来越放
心、安心。

灾后重建更需同舟共济

江德斌

6月毕业季，今年将有750万大学毕
业生。长沙、武汉和西安等二线城市提
出了留住百万大学生或者吸引百万大
学生就业创业的计划。

这是又一波“抢人大战”。之所以这
样说，是因为貌似历史重演。但这一次
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城市竞争步入新
的阶段。

此前各地多次上演的“抢人大战”，
主要针对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聚
焦于制造业， 且以技术工种等为主。由
于农民工呈“候鸟”状态，各地为留住工
人，在岁末年初开展“抢人大战”，近年
来这种“抢人效应”逐渐式微。如今二线
城市开启的“抢人大战”，则是经济转型
升级的现实需求， 聚焦于大学生群体。
这标志着城市步入高维竞争，从拼劳动
力、拼招商、拼优惠政策跨入到拼产业、
拼高素质人才的阶段。

这是与二线城市的发展规划紧密
相连的。近年来，各二线城市规划发展
大都以科技产业 、信息技术 、金融业 、
文化娱乐业等为主， 这些产业的技术
含量高、专业性强，对知识性人才的需
求量大。

大学毕业生对发展前途最为重视，
此前很多毕业生都想去一线城市，就是
看中一线城市的发展机会。而在部分一
线城市人口流入政策收紧后，其他一线
城市和二线城市就成为最佳的承接地，
不仅可以借机吸纳更多优质人才，亦可
促进产业分流、产业升级，提高城市的
综合竞争力，为下一阶段的竞争奠定人
才基础。

信息技术时代，人才是最为重要的
经济要素。高素质人才越是受到各地青
睐，就越凸显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高素质人才获得更多价值肯定 ，
将形成良性循环， 提高社会整体生产
效率。

韩浩月

“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
毕业生！”如果这个说法得以成立的话，
那么今年毕业季大学校长们在毕业典
礼上的演讲，真的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令
人心动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形象。

从演讲的整体状况来看，大学校长
们还是比较关注学子们的成长动态与
内心世界。 不同的校长关注的点不一
样，比如苏州大学熊思东校长用一组大
数据，形象地描绘出了当下大学生在想
什么、做什么，“你们的平均体重比上一
届毕业生增加350g，每年多走了13.1万
步 ，少上4节课 ，多读1.7本书 ，多谈了
0.13次恋爱，单身比例降低了3.3个百分
点……”

清华大学邱勇校长则关注学生走
出校门之后， 是否会淡忘学习与进步，
于是专门赠送每位毕业生一本冯友兰
先生所著 《中国哲学简史》， 并特别强
调，这是一本有关思想的书，期望学生
们毕业后还能通过阅读来体会思想的
乐趣。

可能是毕业季的仪式感，感染了校

长与学生们。每年此刻，中国的大学校
园内其乐融融， 告别的伤感被淡化，对
未来的期许与渴望，形成一种无形的动
力，在鼓动着大学生们勇敢而坚定地迈
出踏入社会的第一步。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还统计了2017
年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从总
共116篇致辞中，发现“学校”“祖国”“创
新”“梦想”“担当”“情怀” 等成为高频
词 。此外 ，不少诸如 “理解 ”“温暖 ”“真
诚”“积极”“执着”“格局”“健康”这样的
词汇也走进了演讲词。北京交通大学校
长宁滨的话最有代表性，“带着自己最
初的心，走最远的路，做最真的自己，过
最棒的人生”。不可否认，一些校长的演
讲里，仍有务虚的成分，但在落脚点上，
都是实在的，尊重个人与个性的，是把
大学生当成富有青春活力的人来看
待，而非简单地只把他们当作责任的承
载体。

2017年毕业季大学校长们的演讲，
多数都充满了人情味，可以乐观地将此
当成一个小而美好的变化。对于那些毕
业离校前的莘莘学子而言，这无疑是一
份富含人情味的“礼物”。

� � � � 暑期将至， 朋友圈里又掀起一轮为孩子
拉票的热潮 ：音乐天使 、游泳之星 、未来画
家……父母们在各种群里拉票的同时， 通常
不忘送上红包对投票者表示感谢。 一位不愿
投票的家长，竟然被踢出群聊。

建立在“熟人社会”上的请托式投票，其

结果反映不出谁更胜一筹，反而变成“人脉比
拼”，扭曲了孩子的公平竞争观。如果真的爱
孩子，请让孩子参加纯粹的技能竞赛、特长评
比提高其能力，培养他们脚踏实地、诚信为人
的品质。

文/图 陶小莫

� � � � “不为人情所困，不为金钱所惑，不为权势
所屈。”

———7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举行首批员额
法官宪法宣誓活动，院长周强领誓并讲话。

“做科研就是和天地对话。当你发现了一个地
球上70多亿人都不知道的新东西， 而且这可能在
将来改善每个人的生活，这个感觉是很美妙的。”

———近日， 中科大上海研究院陆朝阳教授
获颁2017年度菲涅尔奖。 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
奖， 是量子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青年科学家
的国际最高荣誉。

“创业好比开赛车，技术是发动机 ，用户才
是方向盘，车该怎么走、怎么转弯、怎么爬山，都
是用户导向。”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宿华说。

智能手机就是一种“电子可卡因”。
———精神病学家彼得·怀布罗最近提出这

一看法。
“看到她这么开心，作为儿子 ，还有什么比

这让我更开心呢？”
———54岁的乐山男子宋健挥骑车带84岁的

母亲游西藏，面对网友质疑他这样回应。

离校之前，
校长送上温馨的“礼物”

从“抢人大战”看城市竞争趋势

■你言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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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胜利”不如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