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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

谢四平
有智者说： “谁能保持简朴

的态度， 谁就能有清醒和缜密的
思考； 谁能实践简朴的生活， 谁
就能以简驭繁， 不致被烦心事困
扰。” 当简单淳朴、 朴实无华的古
风， 穿透浮躁而物欲横流的浮华
表象， 直达人们的内心， 我们可
以看到 ， 原来简朴是一种美德 ，
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力量。

简朴是一种美德。 爱因斯坦
曾说过：“每件多余的财产， 都是
人生的绊脚石。 惟有简单的生活，
才能给我创造原动力。 ”现实生活
中，总有人悟不透 “得之在简 ”的
道理。 他们为名所累，为利所害，
被物所驱， 被情所困……因为背

上的包袱太沉重， 就像蝜蝂那样
做了欲望的奴隶 ， 活得太累太
苦。 在简朴生活中， 保持不为外
物所役的坚定和淡定； 在简单做
人中， 保持诚信、 正直、 厚道的
本色 ； 在简单为官中 ， 减少欲
望， 挡住诱惑———如此这般， 才
能享受事业带来的乐趣， 保持心
灵充盈和坦然。

简朴是一种责任。 中国早有
“克勤于邦， 克俭于家” 的古训，
许多至圣先贤和时代伟人， 都是
克勤克俭的典范。 从毛泽东那双
鞋匠都不愿意再补的皮拖鞋， 到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插队时打着
补丁的褥子， 都彰显出共产党人
简朴的生活态度。 简单的工作生

活方式 ， 体现的是质朴 、 本色 、
宁静， 不浮夸、 不浮华、 不浮躁
的生命厚度， 以及以此为奠基的
事业高度。 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
该在人民的期许面前， 祛除自身
的浮夸、 浮华和浮躁之气， 耐得
住寂寞 ， 潜得下心来 ， 唯其如
此 ， 才能赢得群众的认可和拥
护。

简朴是一种力量 。 1936年 ，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延安采访时
看到： 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
周恩来睡在一张土炕上， 彭德怀
穿着用缴获来的降落伞做成的背
心……从这些共产党领导人简朴
的生活中， 斯诺发现了一种被他
称之为 “东方魔力” 的力量。 他

断言： 这种力量是兴国之光。
在我党我军的光辉历程中 ，

无数革命前辈和时代楷模用他们
简单朴素的坚守为我们做出榜
样 。 彭湃家有 “鸦飞不过的田
产 ”， 却打着赤脚跟农民铲草锄
地 ， 成为 “农民运动大王 ”； 谷
文昌防风治沙， 荒岛变绿岛、 宝
岛， 福建东山岛百姓每到清明都
是 “先祭谷公 ， 后祭祖宗 ”； 杨
善洲身居地方领导岗位， 却永远
一身农民打扮， 上山植树二十多
年 ， 大山披绿后又移交给国家 ，
不计报酬……如果说在中国革命
建设的丰碑里总镌刻着不朽的传
奇， 那这个传奇， 离不开永葆初
心， 不忘简朴本色。

周新寰
从长沙自驾到老家大约需要3个小时

的车程， 平时走高速时会在中途的服务
区休息一下， 上个厕所， 所以经常见证
厕所 “脏乱差” 的 “标配”： 冲水器 “失
灵”， 排泄物堆积， 臭气熏天。 但最近几
次却发现服务区卫生间的环境卫生大有
改观： 感应式冲水器可以工作了， 标识
牌更醒目了， 大家如厕更文明了， 往日
的恶臭也 “一扫而光”。

“小厕所体现大民生”。 世界厕所组
织发起人杰克·西姆先生有一句名言 ：
“厕所是人类文明的尺度。” 在一定程度
上， 厕所便利程度， 标志着一个城市的
文明程度， 标志着城市公共服务意识是
否提高。 以小见大， 高速服务区厕所环
境卫生的改观， 不仅表明旅游环境的改
善， 也标志着我省高速公路管理文明程
度的提升。

再联想到老家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景
区厕所的变迁， 更是让人感慨。 身处偏

远乡村， 富厚堂景区的厕所是从传统的
“一个大坑架几块木板” 起步的， 从没有
任何冲洗设备到手动冲洗再到全自动冲
洗的生态厕所， 富厚堂景区经历了一场
真正意义上的 “厕所革命”， 也赢得了中
外游客的点赞。

实际上， 厕所革命， 在国家层面也
得到足够重视。 8月6日， 第三届全域旅
游推进会暨 “人文陕西” 推介会在陕西
西安举行。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表示，
厕所革命落后也是将明确予以警告直至
撤销示范区称号和创建资格的要件之一。
有人说旅游厕所革命很难， 规划难、 选
址难、 资金难， 但再难， 也要予以足够
重视， 莫让一座厕所 “臭” 了名声。

从笔者近日的经历来看， “厕所革
命” 已在三湘大地细致入微。 而 “我喜
欢旅游， 但我害怕上厕所”， 这样的吐槽
随着厕所革命的深入 ， 也将由 “槽点 ”
变成 “亮点”： 制约全域旅游的小瓶颈一
旦打开， 更加美好的前景就会迎面而来。

赵霞
所谓 “建设性心态”， 指的是在承认

问题客观存在的前提下， 将视角集中到
寻找问题破解之道上。 实践证明， “问
题意识” 与 “建设性心态” 的紧密结合，
是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战胜一切困难 ，
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与 “建设性心态”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 ， 一些党员干部总是持有 “责难心
态”， 面对现实问题， 一味地抱怨， 推卸
责任， 或是遇到问题绕着走， 碰到矛盾
躲着走， 看见难题低头走； 更有甚者还
刻意放大问题的严重性 ， 以 “问题难 ”
为借口不作为、 慢作为、 乱作为。 这不
仅不利于问题本身的解决， 还容易造成
问题越捂越大， 越拖越难， 在一定程度
上还会引起民众的恐慌， 威胁社会的稳
定和谐。 这样的干部被人们形象地比喻
为 “鸵鸟型” 干部， 与改革大潮中呼吁
的想改革、 谋改革、 善改革的 “改革促

进派”“改革实干家”背道而驰，当真要不
得。

对党员干部而言， 是否具备 “建设
性心态 ”， 既是对其能力素质的一种考
验， 也是对其担当精神的一种考验。 这
就意味着党员干部必须在善于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直面问题的基础上， 主动研
究问题、 回答问题， 积极推动问题的解
决。 虽然改革进程中会有 “荆棘” “暗
礁” “险滩” “硬骨头” 等诸多阻力和
难题， 但是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
“四个自信”， 相信 “办法总比问题多”，
再大的困难也有破解之法， 再大的困局
也有破解之道。

同时， 广大党员干部还要不断提升
“勇于担当” 这个高线， 面对各种问题困
难， 不等不靠、 不推不拖， 以 “舍我其
谁” 的责任感， “只争朝夕” 的紧迫感，
勇立潮头， 理性思考， 主动出击， 寻找
解决问题的 “金钥匙”。

� � � � “有些人自卑 ，被洋人
欺负惯了。世上不只有美国
队长，更有走出国门的中国
英雄。 ”

———吴京反驳“《战狼
2》 太个人英雄主义” 的论
调。

“党员干部要能读懂网
络时代的群众语言。 ”

———《中国纪检监察
报》日前刊发题为《网络民
意要聆听更要躬行》的评论
文章。

“只要做人不失败，创
业就能捞到金。 ”

———徐小平分享创立
“失败研修院”的初衷。

“身无闲，心求闲。 ”
———网友感叹快节奏

社会的两重性。
“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

丢掉的不只是‘面包’。 ”
———中国学者关照宇

称，这期间，更是日本正常
国民心态“失去的二十年”。

� � � � 考得过一本线， 你不
一定考得 到 网 约 车 执 照
哦！ 各地网约车司机考试
题库里 ， 上至天文地理 ，
下至 生 活 常 识 ， 无 所 不
包， 让不少应考者大喊吃
不消。 广州的首场网约车
考试通过率只有1%， 浙江
台州首场考试15人仅有 1
人通过。

拿网约车执照， 并非
只要会开车就可以， 这是
出台管理规范的初衷。 网
约车本质上属于需要应对
复杂情况的服务业， 多掌
握点知识技能， 有益于提
高服务品质， 促进行业发
展 。 不要埋怨考题太难 ，
而要抓紧时间学习， 要补
的课恐怕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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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革命，让“槽点”变“亮点”

问题面前，多一些“建设性心态”

简朴是一种力量

■你言我语

拿网约车执照不比高考容易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记者 胡
信松 通讯员 彭坚中）今天，记者
从省国资委获悉， 为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 不断加强和改进省
属监管企业党的建设， 省国资委
党委日前正式出台《省属监管企
业党建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简
称《办法》），将从根本上解决监管
企业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虚化、
边缘化问题， 提高国企党建科学
化水平。

《办法》遵循《中国共产党党

章》《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
法规和制度，坚持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权责统一、失责必究的原则，
坚持以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
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
标，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
织工作和战斗力为标准，紧紧扭住
企业党建责任这根红线，着力解决
企业党建责任是什么、履行责任干
什么、责任考核怎么做、履责不力
怎么办等关键问题。

《办法》共分总体要求、责任内

容、责任履行、责任考核、责任追
究、附则6个部分。明确要求建立省
属监管企业党委（党组）落实党建
工作责任制的检查考核与监督机
制， 明确考核评价内容、 标准、方
法、程序；定期开展省属监管企业
党建工作考核评价和党组织书记
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评价结果在
一定范围内通报，与企业领导人员
的任免、薪酬、奖惩挂钩。

《办法》强调，省属监管企业
党委（党组）及其班子成员全面从

严治党不力， 未能严格履行党建
工作责任制，出现国有资产流失、
职工队伍不稳定、 社会责任不履
行、长期经营不善的；党内政治生
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腐败问题严重、“四风” 问题突出
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组织
机构不健全等情形的，将按照《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追究
责任。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王
晗）1亿元行业通用优惠券，数千款
免单商品限时秒杀，5场行业沙
龙……昨天上午，2017“互联网＋”
湘江创业节暨猪八戒网湖南创业
节在长沙启动，为我省中小微企业
送上创业“大礼包”。

此次创业节由猪八戒网主
办，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支持，旨

在为中小微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创
业服务。 据悉，创业节期间，猪八
戒网将依托线上平台，面向餐饮、
电商、食品、家居建材、教育培训
等8大行业， 推出6600份总价值1
亿元的行业通用优惠券和数千款
免单服务商品的限时秒杀。 同时，
还将根据企业不同需求， 提供多
项福利包。

猪八戒网总部位于重庆，是
国内领先的在线服务交易平台，
同时也是线上线下联动的“互联
网+双创”平台。 去年5月，猪八戒
网湖南总部园区落户湖南湘江新
区， 目前线上园区省内注册用户
已突破58万个， 线下园区孵化企
业236家， 其中入驻办公企业34
家。“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创业节，

为传统行业企业插上‘互联网+’
的翅膀，助力其转型升级发展。 ”
猪八戒网湖南园区负责人说。

区别于其他电商平台的大促
活动，创业节期间，猪八戒网还将
在线下举办5场行业沙龙交流会，
并开展公益性服务计划， 包含针
对20位大学生的创业帮扶和10位
残疾人的助残行动。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
员 段婧轩） 记者今天从省勘察设计协会获
悉，2017年湖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评选
结果已经揭晓， 澧县城头山遗址博物馆、昭
山两型产业发展中心等118个项目获奖。

湖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作为行
业最高奖项，每年面向全省各类勘察设计
企业评选一次，致力于打造湖南勘察设计

品牌，树立行业优良形象。 今年共收到参
评项目331个，涵盖了勘察、建筑、市政、交
通、水利、电力、轻纺等17个行业。

经过在湘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及资深
专家等开展评审， 今年共评出一等奖20
项、二等奖40项、三等奖58项。 据悉，此次
评出的一、二等奖优秀作品还将赴京参加
国家级奖项评选。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邹靖方）
今天， 湖南省“湘字号” 传统技艺工匠
竞赛———湘竹技能竞赛决赛在湖南工艺
美术职业学院开赛， 全省14支代表队75
名竹艺高手同场竞技， 展现传统竹艺的
魅力， 弘扬湘竹文化。

据悉， 此次湘竹技能大赛决赛， 由
省总工会、 省经信委等联合主办， 是湖
南省“湘字号” 传统技艺工匠竞赛内容
之一， 涉及竹雕、 竹编等加工工艺。 参
赛选手是经过前期14个市州预赛选拔
的民间手艺人、 竹艺爱好者及其他人
员。

“选手可根据地方特色自备主料、
辅料以及工具， 按照组委会指定主题，
制作完成0.005至1.0立方米规格尺寸的
参赛作品， 主题为体现时代人物， 表现

美好生活， 展现生态文明。” 据工作人
员介绍， 此次大赛不仅是竹艺传承的盛
会， 更是竹艺大师交流技能， 大展身手
的好舞台。

裁判员郑代明介绍， 大赛总成绩按
百分制计： 理论知识考试成绩占10%，
现场制作技能占90%。 要求选手依据竞
赛主题， 在3天时间内现场独立完成作
品设计并制作出竞赛作品。

据悉， 获得决赛第一名的选手经大
赛组委会公示无异议后， 将由省人社
厅、 省总工会授予“湘竹工艺大师” 称
号， 获得奖金5万元， 并由省总工会授
予“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第二名至
第十名， 由省总工会授予“湖南省五一
劳动奖章” “湘竹优秀工匠”， 奖金各1
万元。

湘竹技能竞赛决赛益阳开赛

75名竹艺高手同场竞技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胡清） 伊朗当地时间8月6日清晨，
由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自主研制的全断面
双护盾岩石隧道掘进机 （TBM）， 在伊
朗西南部引水隧洞工程顺利始发， 这是
该集团TBM首次出口海外市场并在工程
中应用。

设备施工现场位于伊朗伊拉姆省的
大山中， 该地区为丘陵地带， 地质情况
复杂多变。 施工隧道全长12公里， 整体
地层为泥岩和砂岩， 其中隧道有70%以
上为泥岩， 岩石最大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为50兆帕。 形象地说， 就是这种岩石
“又软又硬”， 抗压强度尤其大， TBM长
时间在泥岩地层掘进极易造成刀盘被糊；
加之当地夏季处于高气温、 高水温环境，

白天最高气温近60摄氏度， 夜间最低气
温近40摄氏度， 施工条件十分恶劣。

为解决这些地质与环境难题， 使设
备获得更快掘进速度， 铁建重工项目团
队因地制宜， 创新设计了刀盘泡沫和膨
润土系统， 解决了硬岩环境下“粘土糊
刀盘” 的难题。 同时， 在TBM上设计了
循环水及二次冷却系统， 通过独特的主
控室及人机交互操作系统， 提升操作人
员工作舒适度。

2016年7月，通过严格公开招标，铁建
重工以丰富的掘进机设计、制造经验，快速
的工期响应能力以及高质量的服务， 赢得
了伊朗客户的认可， 最终成功中标两台双
护盾TBM。 据悉， 这种设备开挖直径5.56
米，总长超300米，发货总重约1300吨。

攻克复杂地质与环境难题

铁建重工掘进机伊朗大显身手
国企党建工作弱化淡化将被问责

《省属监管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出台

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揭晓
澧县城头山遗址博物馆等118个项目获奖

2017“互联网＋”湘江创业节启动

亿元创业“大礼包”助力中小微企业

水能发电站
试发电成功

8月8日，桂东县四都镇
双溪村，“水能多点集力获
能发电站”首台机组试发电
成功。该村的“水能多点集
力获能发电站” 于2016年5
月开工建设，总装机1260千
瓦。 目前，20台机组的基础
工程已完成，发电设备装机
将于9月份完成， 计划10月
份试运营。 邓仁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