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篇名为 “甘肃核项目奠
基 ，道士做法保平安 ”的帖子在微信
等网络空间热传。事发地点为甘肃省
武威市 “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 （TM鄄
SR）项目”的奠基现场。从帖子的图片
中可以看到 ，现场设有供桌 ，上面放
着祭品，一个一身道士打扮的人手持
法器表演各种“做法”的动作。

所谓道士“做法”，是典型的封建
迷信，干部参加道士“做法”是典型的
“不信马列信鬼神”，更背离了科学精
神。 恐怕最终不仅难以保有平安，还
很可能带来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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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栋

据媒体报道， 一季度全国第一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900亿元 ，
同比增长24.2%。这一增速比去年同
期高4.4个百分点； 比同期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高16.7个百分点，与第
二产业同比高22.2个百分点，与第三
产业同比高14.2个百分点。

在乡村振兴战略、 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城乡消费结构升级等
系列因素带动下， 资本下乡呈现主
体增加、领域拓宽、方式多样等新态
势，农业农村正成为投资“热土”。其

背后原因主要是城乡居民消费升级
的拉动， 政策效应开始显现。 一方
面，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下， 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
度规模经营， 他们对农业投资的积
极性在提高。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
略激发了各类资本投入农业农村的
信心和动力。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毫无
疑问，伴随着农业农村成为投资“热
土”，且呈现主体增加、领域拓宽、方
式多样等新态势 ，将进一步 “颠覆 ”
传统认知， 对未来农业农村发展是
非常有利的， 意味着农村经济发展

正迎来新的、 难得的机遇， 意味着
“老乡”们能有新的、更多的获得感。

当然，无论资本下乡，还是农业
农村成投资 “热土 ”，如何找准突破
口和着力点， 让资本在提高农业农
村全产业链的竞争力， 助力农业农
村发展壮大的同时， 形成让农民有
机会分享产业链收入的机制， 是其
中的关键 。据悉 ，下一步 ，有
关部门将重点围绕改善农业
基础设施、强化科技支撑、推
进产销衔接、 整治农村人居
环境等领域， 采取各种方式
优化农业农村的投资环境 ，

引导和撬动更多社会资本、 金融资
本来投入。

农业农村成为各方投资的 “热
土”，这对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的湖南
而言，无疑是个利好。面对这一新的
发展形势，如何抓住机遇，让三湘四
水农村呈现新的发展局面 ，“三农 ”
部门应该积极应对。

王旭东

在消费多元的今天，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向往、 也擅长把自己的兴趣
爱好职业化， 于是便衍生出许多眼
花缭乱的 “新型职业 ”：有帮人折衣
服月入近万元的家庭整理师， 也有
被高薪聘请在五星级酒店免费 “逛
吃”的酒店试睡员，还有“玩”无人机
赚钱的职业飞手，以及食物造型师、
服装陪购师……尽管有的被视为
“不务正业”， 但并不妨碍其改变大
众生活，创造多元的劳动价值。

这些“新型职业”从细分的劳动
力市场 “汲取营养 ”，从人们追求的
美好生活中“增添动力”。很多“新型
职业”颠覆传统意义上的“正业”，这
恰恰是一种突破———观念的突破 、
认知的突破、选择的突破，恰恰让劳
动的内涵与外延更丰满， 让美好生
活更丰富。

“新型职业”是创时代的产物。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就会激发兴趣爱
好职业化，就会产生“只有想不到、没
有做得到”的新型职业。当然，这离不
开政策的鞭策与激励。2017年， 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公布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公布140项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通知》提出，各地区、各部门未经
批准不得在目录之外自行设置国家
职业资格。职业资格许可“做减法”，
目的在于让市场活力“做乘法”，让多
元化职业成为“乘数”与“被乘数”。

然而，与传统职业一样，“新型职
业”同样需要职业伦理保驾，需要职
业情怀护航。

“无伦理，不职业”。伦理是职业
的根本基因，有伦理保驾的职业才有
生命力和公信力，“新型职业”也不例
外。有专家断言，在社会化和市场化
趋势日益凸显的新时代，对于职业伦
理的要求，较之职业道德，将更为迫
切和必要。 越是在职业快速发展期，
职业伦理建设越要提速。一旦职业伦
理没有跟进或丧失，这一职业就会潜
伏“危险”，甚至是有害的。

任何职业都有与生俱来的责任、
与之匹配的情怀。就个人而言，在职
业生涯中成长、成熟，职业责任会逐
步养成，职业情怀会与时俱进。如果
说， 职业责任是刚性的、 有形的，那
么，职业情怀则是柔性的、无形的，而
后者更是职业生涯的“压舱石”。

汪东旭

广东省茂名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原党组成员、 副局长董雄斌等
人， 上午刚刚参加党员主题教育活
动， 下午就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
公务的宴请及红包，并参与赌博。董
雄斌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
降级处分， 被免去市安监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职务，违纪所得被收缴。

上午学习， 下午违纪， 如此做

派，让人诧异 ，也深觉讽刺 。这恰恰
折射了个别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
“总开关 ”没拧紧 ，将教育学习当作
了形式主义和“耳旁风”。试想，假如
在上午的党员主题教育活动中 ，自
觉将自己摆进去，绷紧了纪律，守住
了底线，规范了言行，还会出现这样
的行为反差吗？

党性学习教育的目的， 在于促
使党员干部自觉将党纪国法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从而实现心有所戒 、

行有所止。 正是通过常态性的教育
学习， 党员干部才能时刻保持清醒
警觉的纪律意识 。然而 ，现实中 ，个
别党员干部仍然保有“强大”的自我
内心，对党纪党规置若罔闻。这样的
干部必定会自食其果。

党性教育，可以实现提醒、教育
和挽救干部的多重功能。“上午学习
下午违纪”这一个案的出现，同时也
对创新教育方式、 加强监督监管提
出了更高要求和期待。一方面，要创

新教育方式让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
要求入耳入心。另一方面，还要加强
对干部八小时之外的监督， 综合运
用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 确保党员
干部上班下班行为一致、表里如一。

党员干部要做到干净做事 、廉
洁履职， 学习教育终究只是一种外
力。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自身
对法纪的敬畏、对人民的担当。只有
培养起这种敬畏之心、担当之责，才
可能肩负起时代使命。

冯海燕

从2017年下学期开始，四川达州
市第一中学校初中部，就开始探索为
学生布置“家务作业”。最初的“家务
作业”，从一道家常菜开始。今年的新
学期有了新气象：该校初中部的“家
务作业 ”升级 ，铺床叠被 、洗衣炒菜
等，已成为每个初中生的“必修课”。
此举，是该校培养全能学生的一项重
要举措， 创新的做法和成功探索，获
得学生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当今社会，许多家庭都存在一个
共同问题： 孩子的生活锻炼机会很
少。一方面是因为课业负担重，更主
要的是， 父母只要求孩子好好读书，
甚至不愿孩子为一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事情分心。加强对孩子劳动观点的
教育，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已经成
为学校和家庭教育中一个亟须重视
的课题。

教育的固有定位是培养 “德 、
智 、体 、美 、劳 ”全面发展的学生 ，旧

版 《中小学生守则 》明确要求学生 ，
积极参加劳动，勤俭朴素，自己能做
的事自己做。 而新版 《中小学生守
则》 更对学生的劳动观作出了深化
与具体化 ，除了强调 “爱劳动 ，自己
事自己做 ”之外 ，还添加了 “积极承
担家务，体验劳动创造”等内容……
可见，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抑或是
整个教育目标来看，“劳动” 教育不
可或缺 ，而 “家务劳动 ”显然是适合
学生的教育内容。

学生长时间与书本、 作业打交
道，难免精神疲劳，这个时候让他们
从脑力劳动切换到体力劳动，其实也
是一种放松与调节。况且，孩子通过
学做家务，会从“我会”或“我能”中感
受劳动的快乐，这本就是健康成长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此，在孩子们
被学业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当下，
让孩子适当做点家务，就是在帮其提
高独立性和自助能力， 也可视为对
“唯分数论”的纠偏，这对孩子的全面
发展，无疑大有裨益。

喜见农业农村成投资“热土” “新型职业”需伦理保驾情怀护航

让家务作业成为孩子的“必修课”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4月30日，6:00，吴晓红到长沙火
车站7路公交车发车处， 对车辆进行
发车前的日常检修，轮胎、发动机、仪
表盘……巨细无遗，一一查看。

“防冻液不够”，她小声提醒自
己：“到南站要记得加一点。”

“五一”假期3天，吴晓红上早班。
6:20，准时发车，从火车站出来

的人们提着行李陆续上车。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劳模！”有

个乘客指着吴晓红惊喜地叫出声。
吴晓红似乎已经习惯被认出，

笑着点点头。
她说， 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叫她

“网红阿姨”。
“这些事让我觉得上班心情特

别好！”吴晓红开心地哼起小调。

一条繁忙线路来回跑了25年

7路车途经市内繁华路段，连接
两个交通中转枢纽， 是对公交车司
机的极大考验。

吴晓红在这条线路上来回开了
25年。

2015年，她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

2017年， 她当选为党的十九大
代表。

吴晓红说， 家人曾劝她从“一
线”退下，或换去开更轻松的城郊线
路。

为陪伴家人， 她和同为司机的
丈夫分别值早、晚班，夫妻俩却成天
见不着面。

她说， 以前看到电视里家人团
聚的场景不以为然，工作后才发现，
一家人能凑一桌吃顿饭， 就是最幸
福的事。

她告诉记者， 当年技校和她一批
分来的同学，只剩她还坚守在岗位上。

为什么要坚持？
1991年进入技校，6路车“劳模”

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 是她的动力
源泉。

“我第一次知道，开好公交车也
可以评‘劳模’。”吴晓红有了奔头，
学习驾驶技术格外认真， 工作第一
年， 便在公司的技能比武中得了精
英奖，之后大大小小的奖拿过许多。

吴晓红说，荣誉是压力，也是责
任，她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

当年，6路车“劳模”给她树立了
标杆，现在，“劳模”吴晓红也想成为
年轻司机的榜样。

“我只能更严格要求自己，把工
作做到无可挑剔。” 吴晓红淡淡地
说：“荣誉是认真工作的额外惊喜。”

“胆小心细”才能把车开好

7路车来回一趟30公里，60个
站，稍微偏离站台、开关门不正确，
就会被记违规。

吴晓红的违规次数为零。
不到1分钟的停站时间， 她要观

察下车乘客，踩油门时确保老人小孩
已坐好；行驶途中，要提防随时可能
冲出来的电动车、拦的士的行人……

她说， 自己从小就特别遵守纪
律，好习惯养成了，想违规都难。

“这是女司机的优势，‘胆大’只能

‘妄为’，‘胆小心细’ 才能把车开好。”
她说，自己开小车速度也不快，有时上
了韶山路， 看到站台还会不自觉靠过
去，因此被朋友们笑话了好几次。

这种高压“备战”的状态，是对
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

但她挥挥手：“跟当年的训练比
起来，这不算什么。”

吴晓红高中时是短跑特长生，
身体素质极好的她，25年来从未请
过一天病假，她认为，对身体负责，
就是对工作和乘客负责。

吴晓红跟记者分享她的“养生”
心得。为保持腰椎健康，她去烈士公
园和爹爹娭毑们打了一年羽毛球，
散步也是个好办法，尽管工作忙碌，
吴晓红依然像当年训练一样， 每天
雷打不动地快走几公里。

“萝卜白菜，人人都爱”

“这趟车去汽车南站，不是火车
南站。”

“您下车往前走100米，左拐就
到了。”

……
每天面对无数乘客的咨询，“活

地图”吴晓红悉心回答，没有表现出
任何不耐烦的情绪。

她说，“大老板” 花钱做公益，而
她在工作中随手就可以帮助无数人。

面对无理的乘客， 吴晓红也想
过放弃， 但天性乐观的她总能及时
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开玩笑，我开的可是豪车，油
电混合，100多万呢！”她乐呵呵地拍
了拍方向盘说。

公车停靠洞井铺， 上来一个小
伙子，抱着一捆两米长的木条，吴晓
红立马起身，提醒他要扶好，不要砸
到其他乘客。

吴晓红心细， 车上的常备药箱
里放了藿香正气水、 救心丸等应急
药物。

今年春节期间，一位老人在车上
身体不适，她敏锐地察觉到异样，车上
的硝酸甘油和救心丸发挥了作用。

在公车上放置绿植也是她的创
意，吴晓红平日里喜欢莳花弄草，“乘客
看着赏心悦目，也能净化车厢空气”。

吴晓红的微信名叫“萝卜白
菜”，她笑着解释：“萝卜白菜，人人
都爱；它们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也是
人们最需要的。”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马细连 汤惠芳）从4月27日
起，本报推出了《脱贫攻坚中的怀化
乡村干部群像》系列报道，在干部群
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网友好评如
潮。同时，群像中被报道的梁金华、姜
立刚、 向往也被满满的正能量所感
染，一致表示，感恩组织关怀，继续前
行，誓把所在地的贫困山头攻下来。

“这是组织上对我们一批坚守在
脱贫一线的基层干部的肯定、 关心、
鞭策和鼓励。” 溆浦县北斗溪镇党委
书记梁金华说，看过这组报道、特别
是对自己的报道后，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虽为老百姓做了点事，但离党组
织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村组基础
设施建设还需改善，旅游产业还需培
育，村集体经济还需发展，贫困人口
脱贫还需发力等。近段时间一直在长
沙学习，一种紧迫感、责任感萦绕心
头，经常在电话中调度扶贫领域工作
问题清零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落
实， 并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回到镇里，

就乡村治理工作进行部署和安排。
“扑下身子扎实干，誓把贫困的山

头攻下来。” 溆浦县龙潭镇党委书记姜
立刚告诉记者，《湖南日报》报道了他在
脱贫攻坚的事迹后， 有一种荣誉感，但
更多的是感到责任和压力之大。 这些
天，夜宿本镇三合村等农家，就完善镇
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脱贫攻坚问计于
民。“组织的关怀和群众的期盼，增添了
我无穷的动力，力争今年实现城镇面貌
三年大变样的目标。”姜立刚说。

“五一”假期，中方县桐木镇半界
村党支部书记向往仍然十分忙碌。4
月30日， 入户处理该村边山组级公
路遗留问题，调处村民饮水受影响的
矛盾。谈起报道后的感受，向往表示
很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信心。但他也坦言，感觉身上的
担子更重了，今后将在扶贫产业上进
一步发力，扩大黄桃基地规模，盘活
半界绿壳鸡蛋和高山云雾茶等品牌
资源，做大做强“桃亦村”系列商标品
牌，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

湖湘工匠

“荣誉是认真工作的额外惊喜”
———记全国劳动模范、湖南龙骧巴士驾驶员吴晓红

怀化乡村干部群像报道人物表示
感恩组织关怀

誓把贫困山头攻下来

“上午学习下午违纪”说明什么

新闻漫画

项目奠基，
居然请道士“做法”

4月30日，公交
驾驶员吴晓红在发
车间隙为车上的绿
植加水。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湖南日报5月1日讯（通讯员 肖
英琪 蒋叶子 记者 彭雅惠）今天，国
网怀化供电公司运用绝缘杆作业法，
在不停电的前提下，成功为怀化市建
果生态土鸡养殖农民合作社接入专
用变电器。这是我省首次成功采用绝
缘杆带电作业法“实战”，对提高全省
乡村供电可靠性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带电作业是指在高压电气设备
上不停电进行检修、测试的一种作业
方法。随着城乡居民对供电可靠性要
求提高，城镇电网和农网对带电作业
的应用需求均不断加大。 一般
情况下， 带电作业常使用绝缘
平台、绝缘斗臂车辆等作业法，
但在山区或道路狭窄地区，这
类特殊工具无法进入， 采用绝
缘杆作业法实施带电作业便
捷、 快速， 可有效避免电网检

修、测试停电。
怀化市建果生态土鸡养殖农民

合作社所在的黄金坳乡，周边地形复
杂，配电网高低压线路共杆，不能使
用绝缘平台、绝缘斗臂车辆，也不适
合停电作业。国网怀化供电公司决定
采用绝缘杆操作法， 历时两个小时，
顺利完成专用变电器接入， 避免了
32台变压器、2400余户用户停电。

我省境内多山区丘陵地区，要进
一步提升供电可靠性，亟须推广绝缘
杆操作法带电作业。

我省首次成功实施
绝缘杆带电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