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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军

福建晋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
方，这座县级市以福建省二百分之一
的面积创造了全省十六分之一的
GDP。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6年
间7次去晋江调研 。16年来 ，“晋江经
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创新，走出了
一条全面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
道路。

从典型的“高产穷县”，到持续雄
踞“全国十强县”，“晋江模式”孕育的
发展奇迹令人深受鼓舞，“晋江经验”
蕴涵的发展经验更给我们以大量有
益启示———

像晋江那样敢拼。改革的伟大历
程就是一个拼搏的实践过程，敢为人
先、敢闯敢试，才能抓住改革机遇，克
服各种困难 ，达到发展预期目标 。改
革开放前 ， 晋江地少人多山贫瘠 ，
不少人只能靠地瓜 、 稀饭填饱肚
子 。而在40年后的2017年 ，晋江从一
个需要国家扶持的贫困县 ，一跃成
为县域经济的领头羊 。“晋江奇迹 ”
的背后 ，是晋江人准确把握改革大
方向 ，从晋江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实
践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奋勇拼搏 、
接续奋斗的结果 。

像晋江那样善拼。改革要创新思
维，拼搏不是盲目蛮干。晋江之所以

能够创造出与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
广东模式并列的四大模式之一，持续
领跑于福建全省县域经济，一个重要
秘诀就是善于从自身实际出发，把中
央的改革部署落到实处。“六个始终
坚持”“处理好五大关系”， 坚定不移
发展实体经济， 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坚持质量立市、品牌立市，发挥本地
优势、改进政府服务、放手发展县域
民营经济等，这些成功的探索和实践
不仅见证了晋江人的执着追求，而且
映射出晋江人科学运筹、敢打善拼的
品格。

像晋江那样爱拼 。改革无止境 ，
奋斗不止步 。 晋江人锐意改革 、大

胆创新 ， 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晋江模式 ”， 实现了三年翻一番 、
从 “高产穷县 ”到 “福建第一 ”再到
“全国十强 ”的惊人跨越 。大获成功
的晋江如今依然热爱拼搏 ，积极转
向提高经济质量 、 提高全民素质 、
提高城市品位和制度创新 、技术创
新 、管理创新 、市场创新 ，大步奋进
在壮丽新征程上 。

“晋江经验 ”是我国40年改革开
放的杰出典型 ， 我们学习 “晋江经
验”，就要坚定“爱拼才会赢”的人生
信条和发展信念，从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的新起点再出发，用奋斗谱写新时代
改革新篇章。

戴先任

“这么热的天 ，工作人员吹着
空调， 而办事大厅里连风扇都没
有，热得像蒸笼。”7月5日 ，江西南
昌市民李小姐向媒体反映了在该
市公安局交管局高新大队办事大
厅里的遭遇。

只顾自己安逸，不顾办事群众
感受，甚至连一台风扇也不配给群
众———这个办事大厅柜台玻璃仿
佛一道深深的“鸿沟”，隔开了两个
迥然不同的“世界”。这一现象所折
射的问题，不仅仅是涉事政府部门
缺乏服务意识那么简单；这样的办
事大厅或服务场所，很多地方都还
存在。

践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广大党员干部就要扎扎实
实做人民的公仆、 与群众心连心、

与群众打成一片，各级政府部门就
要秉承为民服务情怀与责任，与群
众紧密联结，解民忧、帮民困……当
这些党和政府的主张被一些部门
和个人只当作装点门面的花饰 ，
真正的意义被他们当成耳旁风
抛诸脑后 ，就会形成 “门难进 、脸
难看 、事难办 ”衙门作风种种翻
版 ，严重损害政府部门的形象与
公信力 。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聚力打
造服务型政府 ， 推动简化办事程
序，力争让群众少跑腿，但在一些
地方，虽然看似有所动作，但衙门
做派仍然没变。此次群众反映的办
事大厅“冷热两重天”一事，就让大
家看到一些公共部门、服务机构距
离党和群众的要求还较远，“四风”
问题仍然顽固性存在，应引起高度
重视。

汪世东

近日笔者到医院看病，在挂号窗
口看到“贫困户优先”的提示。上网浏
览，发现类似做法还不少，一些地方
为贫困户开辟住院绿色通道，贫困户
持优先就诊卡可以优先就诊。

精准扶贫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扶
贫政策也是层出不穷，从住房到医疗，

从孩子上学到老人养老，应有尽有。这
本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群众也可以理
解。然而为了让贫困户满意，出台贫困
户优先看病这类“优先”规定，却引发
了不少异议。

给予贫困群众一定优惠政策，比
如发放救助资金、医疗补贴等，都是
切实解决贫困群众困难的有效举措，
社会普遍接受。然而，医院设置贫困
户 “绿色通道 ”，却有 “剑走偏锋 ”之

嫌， 因为它侵犯了其他群众的利益，
有损社会公平正义。非贫困户没有为
贫困户就医“让路”的义务。更严重的
是，它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导向，潜台
词就是“贫困光荣”。怪不得当天笔者
身边一位老人忍不住质问医院：“贫
困户有什么特权优先？”

贫困户理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帮
助，一起走上小康之路。但贫困户并不
是什么事情都可以 “优先 ”。习近平

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强调：
既要下决心消除绝对贫困， 又不能把
胃口吊得太高，使大家期望值太高，力
不从心。有专家明确表示：贫困户就医
不用排队，明显违反脱贫攻坚初衷。

对贫困户实施各种优待政策，体
现了地方政府急于帮助贫困户脱贫
的心情，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任何政
策都要经得起考量， 对于扶贫政策，
各地要防止“把经念歪了”。如果不计
社会影响实施一些“优先”办法，很可
能积累群众不满情绪，从而与扶贫宗
旨相去甚远。

史海威 李昱坤

“要把更多精力聚焦到重点难
点问题上来， 集中力量打攻坚战，
激发制度活力， 激活基层经验，激
励干部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近
期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三次会议
上，就如何抓好下步改革工作作出
如是强调。以此观照湖南省际边界
口子镇改革发展成效，会让人深刻
感受到“三激”带来的力量。

我省与鄂赣粤桂黔渝6省市接
壤，有239个边界口子镇。由于交通
区位偏僻、自然资源较差、基础设
施落后等原因，边界口子镇一直是
我省区域发展的薄弱之地。本着全
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
共享的思想，集中力量打攻坚战的
思路，自2014年以来 ，我省先后启
动实施省际边界口子镇发展专项
建设。几年来，边界口子镇“旧貌换
新颜”———湖南日报7月9日刊发的
通讯《高山流水“知音”来———双牌
县何家洞镇建设文化旅游强镇纪
实》拉开了口子镇系列报道序幕。

纵观何家洞镇的蝶变之路，制

度有效发挥了其“源头活水”、浸润
万物的作用。正是紧扣加快推进省
际边界口子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6年-2018年)，何家洞镇大胆改
革创新，既打通了出省通道，也打
通了思想通道，使得昔日“养在深
闺人未识”的原生态自然风光得以
大放异彩。

制度是人为的 ， 也需要人来
为。从何家洞镇的变迁中，我们也
看到了干部的勇于担当 、 积极作
为。在遵循“顶层设计”的前提下，
他们结合实际大刀阔斧谋创新，通
过“四园一带”的引领带动，实现了
旅游综合收入年均递增20%以上。
更可喜的是，一批事不避难、富有
改革精神的干部，与布卡甜品店的
姜桂荣、凯悦大酒店的李德武以及
做边界经贸的姜柏光们的创新精
神、 致富理念实现了良性互动，最
终造就了何家洞今天的成功。

实践证明，“激发制度活力，激
活基层经验， 激励干部作为 ”，这
“三激”落地生根的地方，就是发展
成效显著的地方。湖南边界口子镇
的蓬勃发展便是精彩例证。

莫让“冷热两重天”伤民心

口子镇大发展
印证了“三激”力量向晋江学“敢拼”“善拼”“爱拼”

贫困户样样“优先”有违扶贫初衷

阻挡消防通道
私家车应担责
7月9日上午，四川南充城区某小区一

高层住宅发生火灾 。接到报警后 ，消防部
门随即驱车前往 ， 但在赶往火灾现场途
中，消防车出入的唯一通道被大量违停私
家车堵塞 。 消防官兵及交警喊话挪车无
果，消防车在通过时与两辆违停私家车发
生剐蹭。

对消防车“顶”开私家车一事，现场群
众拍手称快。有专家表示 ：阻挡消防通道
的私家车应承担相应责任。

画/朱慧卿 文/道里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