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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一亩地的工业年产值，想象空间
有多大？近日，浙江省的一种创新型
提法———“亩均效益 ” 吸引了笔者
的注意 。《浙江省经济开发区 “亩均
效益 ”领跑行动计划 》近日印发 ，今
年起 ，浙江省经济开发区全面启动
“亩均效益 ”评价 ，开发区亩均增加
值要超过140万元， 落后开发区将被
约谈。

“亩均”“亩产”，是一个农业领域
的术语，代表着农产品的产量、种植
业的效益。浙江将它创造性地运用到
工业领域，可谓抓住了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 为什么这么说？“亩均效益”强

调总产量，更强调单位产出，其本质
是以最小的资源要素代价，获得最大
的产出效益，换句话说，是要在留得
青山在、保住好空气的同时，提升产
业整体水平。强调“亩均效益”既坚持
正向激励，引导企业调结构、抓创新、
降成本、增产值，又突出反向倒逼，敦
促传统行业通过机器换人、 空间换
地、科技赋值等不同路径，按下高质
量发展的“快进键”。

可以说，在“亩均论英雄”的评价
体系之下，“摊大饼”“大呼隆”会无法
隐身。那些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
代价的落后企业，过去凭着土地自然
增值就能过好日子， 如今会越来越
“压力山大”。相反，“好马配好鞍”，那

些研发投入高、技术创新强、运行效
率高的优质企业， 会得到最优待遇，
赢得更好的发展。

环顾全球，新加坡、日本等国地
域小但经济总量很高， 亩均效益高。
而放眼国内，“亩均论英雄”改革是破
解要素瓶颈的一剂良方，是推进“腾
笼换鸟”的指挥棒，是新旧动能转换
的加速器。

其实，对于以“亩均论英雄”改革
举措， 我省也涌现出一些先行者，开
启了有益的探索。去年，衡阳雁峰区
在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
设立“工业企业亩均效益奖”，奖励了
26家优秀企业和6名优秀企业家。今
年1月8日，我省印发的《湖南省省级

及以上产业园区综合评价办法》也提
出，产业园区综合评价要以“亩产论
英雄”为核心导向，引导产业园区发
展更加突出亩均效益、 产业发展、创
新能力、生态环保等方面建设。事实
上，全省上下在各个场合、反复强调
的“精明增长”的理念，与“亩均论英
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都把推动
高质量发展作为确定发展思路 、制
定经济政策 、 实施宏观调控的准
星 。 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赛场
上 ，期待我省涌现一批批 “吃得少 、
产蛋多 、飞得远 ”的企业 “好鸟 ”，为
全省科技创新 、动能转换 、绿色发
展找到新的路径 。

袁浩

在湖南省市厅级党员主要领导
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 ， 省委书记
杜家毫号召各级干部发扬斗争精
神，敢接“烫手山芋”，勇于涉险滩、
破坚冰、攻堡垒。而山东省开年第一
个工作日的动员大会，也强调“大胆
使用‘李云龙式’干部”。近来，斗争
精神、“亮剑”精神、“李云龙式”干部
等引发众多关注。

何谓“李云龙式”干部？看过电
视剧《亮剑》的人一定对其中的“刺
儿头”团长李云龙印象深刻———“大
老粗” 李云龙缺点很明显： 浑身带
“刺”、脾气火暴，桀骜不驯、容易得
罪人。 同时优点也很突出： 雷厉风
行、直来直去、敢于碰硬、能打胜仗，
“打仗鬼点子多”。虽然有些争议，但
李云龙个性鲜明、有血有肉，深得观
众喜爱。

当前，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之所以
说是斗争， 是因为前进的路上还有
很多艰难险阻， 必须撸起袖子加油

干、真刀真枪干一场。这个时候，需
要的就是“李云龙式”干部。

雄狮来自莽原，猛将发于卒伍。
“李云龙式”干部哪里最多，当然是
改革发展的第一线。 但不容回避的
是，改革进程中也出现了“上面加油
门、中层挂空挡、下面踩刹车”的现
象、“中梗阻” 的问题、“干部但求不
出事也不干事”的现象。劣币驱逐良
币。这也导致“李云龙式”干部在一
些地方并不吃香。 一些单位任用时
往往瞻前顾后、 谨小慎微，“辨材须
待七年期”。

改革开放之初， 切掉胆囊的任
仲夷“浑身是胆”，争到“尚方宝剑”
的习仲勋说办就办 ，“要杀头就杀
我”的吴南生大胆突破，留下许多改
革佳话。新春伊始，各地纷纷鼓舞改
革士气、加大改革力度、推动改革创
新。为创新者开道，为实干者兜底，
让“李云龙式”干部轻装前进，将释
放出讲实干、重担当的重要信号。如
果 “李云龙式” 干部能获得施展才
智、建功立业的舞台，“有为有位”的
鲜明导向势必激励更多干部投身谋
发展抓改革的最前线。

杨兴东

18岁从慈利县第一中学考入北
京大学，31岁成为临澧县最年轻的
副县长，34岁辞官回乡务农，刘涛角
色的 “切换” 曾让不少人惊诧。4年
后，他在做什么？

据《湖南日报》和“湘伴”微信公
众号近日报道， 刘涛在农村当起鸡
倌 ， 去年公司销售鸡和蛋 200多
万 元 ……刘涛的经历 ， 给人以启
示：这边风景美，乡村大有为。

刘涛辞官务农 ，4年来几经探
索：先是带领乡亲们种植猕猴桃，后
来又应北大校友邀请到公司任高
管，现在他又回到农村当起鸡倌，而
且一干便找到了“感觉”。乡村振兴
事业，正需要这种有格局、有头脑、
有闯劲的人才。 他们曾经从乡村走
出来， 如今带着先进的知识和经验
回去。这“一来一回”，实现的是自我
能力的升级和对乡村的反哺。

乡村振兴是大势所趋， 刘涛只

是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中的一个代表。过去，很多人认为，
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再回农村， 属于
“没出息”。但如今很多优秀人才，从
各自的兴趣和专长出发， 踏着春天
的鼓点，在乡村播撒向上的种子，激
发这片土地上的人奋发有为。 比如
刘涛所在的乡村， 不少年轻人都向
他看齐。

“瓦尔登湖”离开了梭罗，又有
几人知它的超然脱俗 ？“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意境，离开
了陶渊明， 也只是几朵普通的菊花
和一座平凡的大山。说到底，辞官务
农，是这个时代的多元化职业选择，
并没有什么好可惜的。“58同城”2月
18日发布的 《2019年返城就业调研
报告》显示，春节后更换工作城市的
人群中， 有三成职场人选择返乡发
展。“刘涛们” 将个人的选择置于时
代潮流中， 既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人
生价值，也为社会贡献了一份力量，
值得人们借鉴。

毛建国

元宵佳节， 北京故宫博物院
结结实实 “火了一把”。2月17日，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 “亚布
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九届年
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今年元宵节
是故宫博物院94年来第一次开夜
场，引发众多关注。登录故宫票务
系统发现， 元宵节当天夜场名额
已经全部约满， 而故宫网站也因
为抢票“瘫痪了”。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正如
欧阳修这首《生查子·元夕》，古人
对于元宵有着很多诗意描写，也
正是因为这些诗词， 今人对于元
宵也有着无限向往。故宫灯会，显
然满足了人们这一向往。

有人说，作为一个大IP，故宫
自带流量， 故宫灯会走红不足为
奇。现在看起来似乎如此，但这要
是放在以前，恐怕没人会这么说。
几年前， 故宫还曾因为管理被人
吐槽。 比如， 故宫馆址宏大 ，但
70%的区域竖起了“非开放区，观
众止步”的牌子；故宫藏品多，但
“90%的藏品都沉睡在库房里 ”；

故宫观众多， 但80%的观众进了
故宫就看看皇帝上朝、睡觉、办喜
事的地方。

而现在，还是那个故宫，却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2016年底，故
宫公布馆藏数量为 180多 万 件
(套 )。随着一栋栋古建筑被修缮，
故宫的开放区从过去的30%，增
加 到 2015 年 的 60% ，2017 年 的
80%。大众最熟悉的，可能还是故
宫的文创。这几年，故宫文创不仅
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在整个文博
系统也带头掀起了一股文创热。

故宫何以有这样的变 化 ？
正是创新 ，让600年历史的故宫
更为年轻 ， 也让传统文化走近
寻常百姓 。

这些年来， 很多传统文化在
创新表达上都交出了不错的答
卷。就拿灯会来说，这个元宵节，
不只是故宫，南京夫子庙灯会、上
海豫园灯会、长沙梅溪湖灯展、张
家界元宵灯会都有着强大的吸引
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传统文
化其实自带流量， 关键就看我们
能不能开发出来。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 这才是传统文化的正确打
开方式。

“亩均论英雄” 迈向高质量 用准用好“李云龙式”干部

这边风景美 乡村大有为

灯会走红
启示传统“出新”

今年电影春节档亮点之外也伴随着
“槽点”———电影票涨价。 根据业内数据
显示 ，2019年春节档平均票价为44.62
元，比2018年春节档的39.72元上涨12.3%，
为2014年以来提价幅度最大的一年。

背后的原因值得关注。一是一些
影院生存不易， 春节档赚钱效应突
出。二是观众与片方地位变化，票价

越来越匹配作品质量。以前国内许多
观众是没有观影习惯的，片方必须压
低票价把人“拉”进电影院，这使得观
众付出的票价和片方的投入成本是
不成正比的。如今观众有了观影意愿
和分辨电影品质的能力，春节档好作
品不少，有匹配其质量的价格，成为
正常现象。 文/图 朱慧卿

电影票价越来越匹配作品质量

新闻漫画

盛世喜乐闹元宵

2月19日，临武县举办的“元宵民俗文化节”上，中小学生利用
日常生活用品制作的148盏花灯，惹人喜爱。 陈卫平 摄

2月19日，市民在拍摄精彩的文艺节目。当天，长沙市开福区在洪山桥
街道洪雅社区举行“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暨“幸福开福·闹元宵”文化
惠民系列活动，欢庆元宵节。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张颐佳 摄影报道

2月19日，长沙滨江文化园，市民在参加猜灯谜游戏。当天，
该园举办“欢天喜地闹元宵”活动，市民一起猜灯谜、投“元宵”、
做花灯、踢飞毽……欢欢喜喜过佳节。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2月19日，湖南雨花非遗馆举办“非遗传承人闹元宵”活动，让市民充分

感受湖湘文化的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唐妙 摄影报道

� � � � 2月19日，道县西洲街道党员干部给执勤的民警送上汤圆。当天，该街
道开展“党旗红，汤圆甜，让城市更温暖”主题党日活动，给环卫工人、孤寡老
人和留守儿童等，送上元宵节的祝福。 蒋克青 盘林 摄影报道

2月19日，常德市河街，歌舞快闪和舞龙、划旱船等民俗活动的开展，营造出浓郁的节日喜庆。当天，该市开展“我们的节日·元宵”活动，喜庆元
宵节。 陈自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