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田育
才）近日，省作协公布了“梦圆2020”文
学征文活动毛泽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名
单与项目，张家界市罗长江、李文峰、郭
红艳等3位作家入选， 成为
该市入选毛泽东文学院的
首届签约作家。

据了解，“梦圆2020”文
学征文活动共收到反映湖
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申
报作品选题89项。经专家论
证和省作家协会党组审核，
确定25项选题入选：其中长
篇小说13项，长篇报告文学
12项。张家界入选的长篇报

告文学为罗长江的《梦想开花的地
方———旅游脱贫“武陵源模式” 交响
曲》、郭红艳的《泥土的芬芳》，入选的长
篇小说为李文峰的《山重水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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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旭初

“我现在压力很大 ，还有两件
事一定要做好。 ”4月14日，88岁高
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海
南三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
虽早已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但依
然感到肩上责任重大。

袁隆平提到自己还要完成的
两件大事是：杂交水稻大面积示范
亩产1200公斤和海水稻培育推广。
在提高水稻单产的“长跑赛”上，袁
隆平和他的团队没有片刻松懈。 此
外，2016年以来， 袁隆平团队开始
研究海水杂交稻，2017年取得阶段

性成果， 最高折合亩产达到620公
斤。 袁隆平设想将海水稻推广种植
一亿亩， 按最低产量亩产300公斤
算，每年就能多养活8000万人口。

88岁高龄的袁隆平给我们树
立了一面“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
镜子。 年轻时，他就有一个梦想：水
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有扫帚
那么长，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
这个梦想是袁隆平作为科学家博
大情怀的折射，也是他一生奋斗的
起点。现在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
耕地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吃饭
问题， 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袁隆平功不可没。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是袁隆平
毕生的追求。 这些年来，袁隆平的
杂交水稻还走出了国门，被越来越
多的国家引种，为解决全球饥饿问
题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今，海水稻
又走进了袁隆平的梦境，再一次延
续他的奋斗征程。

奋斗不止的袁隆平体现的是
一种价值的光芒：只有将个人价值
与奉献社会结合起来，个人
的成功才熠熠生辉。早在十
几年前，就有评估机构得出
结论，仅“袁隆平”这个名字
的品牌价值就达千亿元之
巨。但袁隆平认为用财富衡

量科学家太低级、太庸俗。 在他眼
中，下田种稻，让稻高产，不让人挨
饿 ，才是他的兴趣所在 ，才是真正
体现自己价值的“身价”。

年近九旬的袁隆平仍然奋斗
在科研的一线，恐怕会让很多人既
敬重又惭愧。 袁隆平的故事再一次
告诉我们， 有梦想才能驱动奋斗，
有奋斗才会走向成功。

左崇年

4月15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安全法》实施以来的第三个“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提到国家安全，很多人会
联想间谍、特工、战争等，觉得离自己太
遥远。实际上，“国家安全”早已不限于
“保卫国家不受侵略”的意思，而拓展到
了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它与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日前， 河南省国家安全机关宣布破
获一起涉及军工科研领域的重大间谍案，
一举拔掉了境外间谍机构安插在我重要
军事部门的一颗钉子。被国外情报机关收
买的对象张某，出国期间被境外间谍组织
策反叛变，长期潜伏在我国军工重要科研
领域，把我国尖端武器的核心机密毫无保
留地透露给了间谍情报机关，导致我某重
大国防科研项目提前曝光。

谈及国家安全，一般人总觉得“那
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事，一个普通百姓能
接触到什么国家秘密”， 也有的人认为
国家安全只限于政治、军事、领土等传
统安全，对文化、科技、信息、网络等非

传统安全认识不足。 这样的认识就是
“国家安全意识”缺失的表现。这次郑州
破获的重大间谍案警示我们，每一个公
民应该有最基本的国家安全保密意识。

当今时代，我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
更为严峻复杂， 一些敌对势力无孔不
入。同样，全球化时代，每个人接触世界
的机会多了， 一些境外间谍利用做兼
职、发调查问卷之类的名目，以高额的
酬金诱惑那些涉世不深、警觉性不强的
人。几年前，一名在义乌打工的农民工
荆某，在境外间谍的金钱诱惑下，曾先
后前往宁波和山东、福建等地为敌对势
力刺探国家军事情报；3年前，湖南省国
家安全机关宣布破获了两起与境外间
谍情报机关进行勾连和出卖情报的重
大案件，其中从部队转业后进入某县城
管局工作的詹某某，就是因为经济窘迫
被国外间谍组织俘获。

国家安全，既需强大的国家安全机
构和力量作支撑，又需人民群众的自觉
而广泛的参与。因此，保持最起码的国
家安全与保密意识，应当成为每一位公
民的“必修课”。

苑广阔

移动互联网流量不限量套餐
资费价格正在一路走低。 从2017
年开始的398元国内首款不限量
套餐产品问世， 到199元、188元
成为市场常见价位。近日，三大运
营商更是相继推出98元左右价位
的类似产品，将“不限量”的主打
资费价格拉低至百元以内。

移动互联网流量消费 “从无
到有”“从高到低”的跨越，具有划
时代意义， 全国亿万手机移动流
量消费者从此以后流量消费成本
将大大降低，便利性将大大提高。

不过，很多消费者也注意到，
三大移动通讯运营商推出流量不
限量套餐、 降低不限量套餐价格
的同时， 在用户使用流量超过一
定限额后，将限制上网速度。比如
移动的98元不限量套餐， 本地流
量不限量，超过40G以后限速，变
成3G的网速。 联通、电信方面也
有类似的规定， 只是具体限额有
所差别而已。

对此， 有些消费者觉得难以
理解： 既然不限量了， 为何又玩
“限速”的把戏？ 这不同样会影响
用户的消费体验吗？

客观而言， 网络限速确实会
对用户体验带来一定影响， 就像
从高铁时代突然退回到绿皮车时
代一样， 会让很多人觉得无法忍
受。但也应该看到，运营商不限量
但限速的背后，并非故意刁难，其
实是运营商的一种自我保护措
施，也是保障其他用户的措施。据
介绍， 美国4G刚出来的时候，曾
经有运营商为了争夺客户而推出
不限量不限速的套餐， 结果网络
一度崩溃， 高峰时段非套餐用户
网页都难以打开。

因此，限速不是国内的专利，
国际上已有先例可循。 这是因为
在无线网络资源有限的前提下 ，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长时间地进行
大流量操作， 比如在线看高清视
频、持续下载大文件等，这会大大
增加基站的带宽负荷， 导致其他
人上网受到影响， 甚至完全无法
上网。

作为消费者， 对此应该有理
性而客观的认识， 不能因为自己
购买了不限量套餐， 就可以任意
使用，那样既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同时还会影响非不限量套餐用户
的正常上网， 最终也会影响到自
己的上网速度。

燕农

日前， 广州市举行2019届技校毕
业生预订会 ，80多家企业进场揽才 ，6
所技工院校近 1600名技校生入场应
聘。据了解，技校生就业火爆已成常态，
机器人、自动化等热门专业多个职位争
抢一名学生的情况屡见不鲜。

时间尚处在2018年上半年 ，2019
届技校毕业生即被提前一年 “哄抢”预
订，这当然是好事。一方面，大国工匠，
离不开技工、 技师等技能型人才的支
撑。 尤其是随着制造业的智能化迭代，
低端劳动力逐渐被机器所取代，技能型
人才成为进入制造业的最低“标配”。另
一方面，与以往不同，知名企业以及上
市公司也加入到对技校生的抢夺中，如
此供需两旺的局面，既折射出制造业的
转型升级，也喻示着新型制造业的发展
在加挡提速。

技校生就业火爆的背后，还有一个
现实问题是培养规模有限。据《中国技
工院校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我国

共有技工院校 2526所 ， 在校生超过
323.2万人。看起来这组数据并不小，但
是，如果跟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在校生规
模相比，就相形见绌。资料显示，在整个
产业工人队伍中，德国的高级技工占比
为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
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另外，该报
告的数据显示：2016年， 技工院校招生
127.2万人， 其中招收农村籍学生98.6万
人，占招生总数的77.5%。这意味着，农村
籍学生在技工院校中占据了大比例。

由此来看，在一时不能彻底扭转社
会的“学历歧视”惯性下，与其在观念矫
正上坐而论道，不如给进城的技工院校
学生以更多的市民待遇。比如，通过城
市的保障性政策， 让他们能够劳有所
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能够通过公共
服务得到持续的技术培训；未来子女能
够就近入学……简言之，就是让他们能
够融入到城市生活中， 分享城市发展的
成果，从而在城市扎根落脚。这样，“学历
歧视”就会慢慢淡化，技工的获得感也会
越来越强，“技工荒”也会迎刃而解。

� � � � 相信不少手机用户有过这
样的遭遇 ：收到附有 “退订回T”
的推销短信后 ， 不管你回复多
少个 “T”，垃圾短信不仅没有被
“退订 ”， 发送的频率反而更高
了 。

遏制垃圾短信，手机用户当
然应该有所作为，但是仅靠手机
用户的“自救”，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最终还得从技术、监
管、法律的层面入手才行。

文画/陶小莫

袁隆平是一面奋斗的镜子 “国家安全”
是每个公民的“必修课”

给技工以更多市民待遇

限速不限量
应该怎么看

新闻漫画

遏制垃圾短信
不能只靠“自救”

� � � � 缪伯英， 一个载入党史的名
字。

她的生命只有30个春秋，但她
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
女党员的壮丽“春秋”。

1899年10月21日，缪伯英出生
在湖南长沙县的一个世代书香门
第家庭。她的父亲缪芸可曾在湖南
省教育司供职， 致力于“教育救
国”，尤重妇女教育，参加创办过好
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在
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缪伯英从小

就喜欢读书， 并于1917年7月以长
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
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不满
20岁的缪伯英， 奔赴北京读书，开
始走上了新的历程。

缪伯英到北京不久，就结识了
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习的
何孟雄。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
英经常去北大聆听李大钊的唯物
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
女权运动史等课程，成了李大钊的
忠实学生。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

倡导下， 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
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
善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
孟雄介绍加入该会。9月， 李大钊、
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在北
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
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
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
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10月间在北
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
青年团成立大会。 为了充实力量，
北京共产党小组从青年团员中吸
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
夏、李骏等5人入党。缪伯英就成为
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
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
的一名女党员。

入党之后，缪伯英一直战斗在
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
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日以继夜
地为党工作。1921年8月，缪伯英与
何孟雄结婚。婚后，他们一面读书，
一面从事革命运动，被同志们称为
一对“英”“雄”夫妇。

1923年2月， 震动全国的京汉
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担任中共北
方区委妇女部部长的缪伯英，与何
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
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京汉铁路北段
的总罢工。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
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几个同志秘
密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
血记》等宣传品散发，还到长辛店
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
助失业工人的家属。 她不辞辛劳，
四处奔走，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
得更加成熟了。

1925年1月，缪伯英、何孟雄夫
妇来到省会长沙。不久，何孟雄返

回北方， 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
动，缪伯英则仍留在长沙，开展湖
南妇女工作。她指导和发动群众运
动，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
队和女子募捐队， 奔走于大街小
巷、车站码头游行示威。她作为妇
女界代表参与领导了驱逐军阀赵
恒惕、 迎接北伐军入湘的斗争。后
来北伐军与吴佩孚部激烈交战时，
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
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
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
应国民革命。

1927年10月， 党组织调何孟
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伯英任
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
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
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
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
一个公开的职业， 担任物理教员。
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
慕群。 此时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
罩，在恶劣环境中缪伯英依然不忘
自己身上的重担，千方百计开展革
命工作。紧张的革命工作，艰苦的
生活环境，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
的身体拖垮了。

1929年10月，缪伯英突发伤寒
住进了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
世，时年30岁。缪伯英在病危时，对
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 应为党的
事业牺牲， 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
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
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年轻的革
命战士， 告别了她未竟的事业、抛
下一双儿女走了。可惜的是，3个月
后，她的丈夫何孟雄也被国民党杀
害于上海龙华刑场。

（执笔：省委党史研究室 肖湘娜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 � � �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张彩云）4月13日上午，湖南统
一战线第十五期同心讲堂开讲，来自中
央党校的罗平汉教授为省直统一战线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
的全体学员主讲《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做
始终过硬的领导干部》。

罗平汉教授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
家，他从党的十九大强调“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
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和习近平
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

讨班上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信
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
硬和作风过硬开篇， 生动而深刻地阐
释了党员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做到自身
必须过硬， 重点就如何做到信念过硬
和政治过硬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下，必
须将政治建设作为党的各项建设的统
领， 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在信念
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
上下功夫，努力做到让人民满意、让党
放心。

� � � �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见习记
者 黄婷婷 通讯员 许英） 人人离
不开消费。4月11日，湖南省2018年
消费维权主题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围绕“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 的主
题，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吴
卫表示，省消费者委员会将发挥引
导消费的作用， 给优质产品点赞，

把不良产品拉黑。
吴卫介绍， 为提升品质消费，

创建美好生活，省消费者委员会今
年将大力倡导品质消费理念，营造
品质消费氛围；选取面向消费升级
的绿色化、智能化、中高端化等新
型前沿产品开展比较试验，为品质
消费提供选择；与工商局等部门合

作，共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虚假
宣传行为；整合发挥消费维权志愿
者的作用； 通过搭建和畅通电话、
微信、 网络等方式拓展维权渠道，
方便消费者投诉、咨询；对消费政
策、价格政策和相关法规标准进行
研究，推动消除影响消费升级的制
度障碍。

会上，省内专家教授展开了学
术理论研讨。 根据湖南商学院工商
管理学院课题组发布的分析报告，
今年我省消费维权形势将出现新
特点。 旅游、购房等有品位的商品
消费将成为消费诉求的重点；网络
消费诉求将增多。

针对新消费时代消费维权的
新需要， 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所
长尹向东给出建议：建立消费者与
消费维权大数据平台；建立消费维
权工作新机制；建立高效消费维权
的政策体系。

缪
伯
英：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一
位
女
党
员

我省消费维权主题研讨会在长举行

给优质产品点赞 把不良产品拉黑

中共党史专家同心讲堂开讲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做始终过硬的领导干部

“梦圆2020”文学征文确定25项选题
张家界3位作家签约毛泽东文学院

桐花如雪
4月15日，龙山县咱果乡脉龙界村桐花寨，3000亩桐花盛开。 近年，当地依托

地理优势，规模种植油桐树，打造特色经济林和乡村旅游于一体的产业扶贫基地。
田良东 摄

� � � �缪伯英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