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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淼玲

连日来， 云南80后公务员李忠凯以一头
白发刷屏，红遍网络。

15日， 云南楚雄州委组织部发布一批州
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其中，李忠凯拟提名为
大姚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1980年8月出生的
他，却满头白发、两鬓苍苍，形似六旬老汉，有
网友对其年龄提出质疑。当地组织部门回应：
正是他本人照片， 他平时就是这个样子。 随
即，质疑转为尊敬与赞叹。李忠凯的优秀事迹
在更大范围传播开来———

李忠凯所在湾碧乡离大姚县城180公里。
当地报刊发文称，在涉及809户3019人的移民
搬迁工作中，他踏遍了所有搬迁户的门槛，被

誉为“移民好书记”。 在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滑
坡抢险救灾中， 他没日没夜奋战在抗灾救灾
最前线，实现了大灾面前“零伤亡”；在脱贫攻
坚战中，他遍访全乡1656户贫困户，努力寻求
脱贫致富的“良方”。他扎根这个深度贫困乡，
一干就是数年，一头白发是累出来的、熬出来
的。

初心浑不忘，白发映丹心。李忠凯以一头
白发，说明他没有忘记入党的初心。 “对党忠
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
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入党时举起右
手向鲜红的党旗宣誓，这样的仪式并不难，难
的是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一以贯之地不忘初
心、践行誓言、兑现承诺。

李忠凯的那头白发也说明，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的。 党员干部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 更
为艰苦的努力。 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
基层工作非常具体、 环境异常艰苦、 群众期
盼深切， 这就更加需要全体党员干部， 尤其
是广大奋斗在基层的党员干部持正坚守、担
当作为。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前几天在湖北考察时
说：“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承诺无限， 人民
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期盼也无限。 ” 如何兑现
“无限”承诺？ 唯有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

对于李忠凯的白发，网友先是质疑，继而
点赞。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把群众装
在心里，群众才会把你放在眼里。

王旭东

11月18日下午，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在
北京举行颁奖典礼，三大奖项“生命科学奖”
“物质科学奖”及“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依
次在近两千名观众的见证下颁出。 李家洋、
张启发获得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得主马
大为、冯晓明、周其林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奖得主林本坚。生命科学奖另一位得主袁隆
平虽未亲临现场， 也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
传达了自己的“两个梦”。他说：“我还有两个
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
盖全球梦。 我的心愿是发展杂交水稻，造福
世界人民。 ”

未来科学大奖，是民间科学奖项的燎原
之火。 去年7月，科技部印发《关于进一步鼓
励和规范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指导
意见》。 其中提到，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力
量、用人单位和机构自主设奖，加快形成一
批如“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未来科
学大奖”等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社会奖励品
牌。

民间资本的支持，是我国科技发展的生

态环境中的重要一环。未来科学大奖设立于
2016年1月17日， 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由科学
家、 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
以未来科学大奖为启示，未来或有更多民间
资本参与到科学发展中来。 这不，11月9日，
腾讯基金会宣布发起设立“科学探索奖”，并
投入10亿元启动资金资助该奖项，旨在奖励
每年基础科学和前沿核心技术方面九大领
域的50位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未来科学大奖， 也是助力科学研究的增
量活水。一般来讲，科研有国家或各级财政的
专项经费， 有企业的研发资金。 这些可谓为
“存量”， 而来自民间的科学类奖励属于 “增
量”。 已经三岁的未来科学大奖，正逐步走向
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科学家，让中国科学和
中国科学家站往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央。

奖励科学家，让他们更大化地实现自我
价值，是对“第一资源”的激励；同时，让科学
与科学研究步入更有价值的轨道，是对“第
一生产力”的推动。 未来的科学发展有着巨
大的想象空间，当国家重视、政府支持、企业
介入、民间参与等形成合力，科学研究将驶
入多层次的快速“立交桥”。

王丽美

因为一面国旗，竟让苏州太湖马拉松陷
入一场舆论漩涡：比赛中，中国选手何引丽
正在冲刺， 突然有志愿者递上一面国旗，就
是这个举动打乱了她的节奏，导致何引丽被
非洲选手最后超越，遗憾获得亚军。 而在冲
线过程中， 何引丽手里的国旗不慎掉落，有
网民指责她的行为。而何引丽赛后表示，“我
不是扔的。国旗湿透了，胳膊也僵了，是摆臂
的时候甩出去了。 ”

第一次没追上，第二次直接堵截，这名
志愿者也真够执着的，只是这种好心办砸了
事，直接打乱了何引丽的节奏，导致略占优
势的她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

志愿者在比赛没结束前进入赛道，在运
动员最后冲刺阶段递上国旗，这在体育比赛
中显得非常“业余”：首先，递旗之举干扰了
比赛，对于职业长跑运动员来说，保持固有
的节奏尤其是最后阶段的节奏十分重要；其
次，从赛后公布的成绩来看，何引丽仅仅输

给对手5秒， 漫长的马拉松比赛仅以数秒告
负十分可惜。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场风波还
把为国争光的选手带入“是否爱国”的舆论
漩涡之中。

马拉松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比赛项目。
近年来，企业赞助、政府协办、文体搭台、经
贸唱戏，推介城市形象，宣传地方形象，举办
马拉松赛被各大城市所青睐，也给参与者带
来了锻炼与参与的激情，致使国内马拉松赛
数量呈几何级增长，出现过“一省一天开跑9
场马拉松”的“盛况”。

需要看到，马拉松赛是一座城市软实力
的综合体现，对城市管理、赛事组织专业水
平是挑战，严谨制定比赛、管理规则很有必
要，提高各方专业技能更是不可或缺。 然而，
从前几年的“一场马拉松瘫痪一座城”，到连
绵不绝的替跑风波，再到此次“递旗”之举，
都说明我们举办马拉松赛的专业能力远远
落后于举办热情。提高赛事本身的专业性与
规范力， 也是一场需要不断学习和提高的
“马拉松”。

刘孙恒 李云勇

常德市文明办、 市旅游外侨局日前联合
宣布，全市27家等级以上旅游景区，对全国范
围内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典型免收门票。据了解，全国范围内获得国
家级、省级、地市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优秀
志愿者、新时代好少年（美德少年）、文明家庭
荣誉称号的先进典型， 凭荣誉证书和本人身
份证，均可享受免2张门票优惠。

“好人”免费游景区，体现了惠民的诚心
暖意。 地方景区惠民，有时口惠而实不至，民

众有微词。比如把一些不出名、民众不愿涉足
的景点拿出来惠民，民众怎能开心？常德现有
93家旅游景区（点），其中等级景区27家：4A级
景区9家，3A级景区16家，2A级景区2家。 27家
等级景区全部拿出来对“好人”免费，人人向
往的4A景区桃花源亦不例外 ， 不打任何折
扣。

“好人”免费游景区，显示出细节暖民。有
些旅游惠民措施叫好不叫座， 比如一些景区
推出教师节期间优惠，实际效果并不好。若教
师无法远行， 这样的优惠就相当于空头支票
了。常德景区优待“好人”的举措，充分注意到

了细则上的考量：它不受时间限制，不论春夏
秋冬，只要来常德，就会有优待；它还考虑到
了“好人”的背后有贤内助或家人的支持，特
地作出享受2张免费门票的设计。 这多出的1
张，真心暖人，能够让家庭更和谐，能让好人
的动力更足。

“好人”免费游景区，体现出德者有得、好
人好报的价值导向。 好人好报是民众的朴素
愿望，比如对好人政治上给荣誉、社会上给地
位、经济上给实惠、生活上给关爱，就需要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常德市27家景区对全国
“好人”免费开放，具有鲜明的正能量导向：奖
励“好人”可以在全社会形成德者有得、好人
好报的价值导向， 客观上激励更多的人成为
“好人”。

“未来科学大奖”
打响民间科学奖品牌

提高比赛专业性
也是一场“马拉松”

初心浑不忘 白发映丹心

景区向“好人” 免费开放意义大

新闻漫画

� � � � 最近有媒体调查发现， 此
前已淡出房地产市场的 “首付
贷”， 在多地呈死灰复燃态势：
一些开发商包括一些大型房企
私下推出 “首付贷” 或 “首付
分期” 吸引购房者。

早在2016年 ， 有关部门就
认定 “首付贷” 是违法违规的
金融产品， 对楼市调控可能构
成严重干扰。 另外， 房地产开
发企业及地产中介没有取得相
应的金融业务资质， 而向购房
者变相发放贷款， 潜藏着较大
的系统性风险。 监管部门和相
关方面对此应有足够的警惕。

文/图 朱慧卿

警惕“首付贷”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