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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东

又逢高考，祝福考生是大家发自心底的共鸣。
高考公正，是各界最为关注的话题。各级教

育部门一直在为高考公平尽最大的努力， 也许
仍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但
每一份不满意都是努力改进的动力。 当然，公
平，不只取决于科学的制度设计，不只取决于严
格规范的管理，还取决于考生是否遵章守纪、诚
信考试。希望参加高考的每一个你，都为高考公
平公正尽上一份力。

面对高考，相信自己，也坚信努力的意义。
1978年， 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
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经过一番曲折的争取，

被破格录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新东方教育
集团创始人俞敏洪———经历三次高考成功逆
袭，英语从33分到95分。这，或许是我们今天观
察高考应格外珍惜的宝贵财富。 在这个机会多
元的时代，成功诚然有很多种定义，但要学会的
重要一课是，只有踏实的奋斗，在属于你的时间
里，用最完美的抛物线，诠释自己，才是奔跑者
应有的姿态。当然，高考不是终点，未来的道路
还很漫长，希望考生内心坦然、正确认识：人生
是一场路途遥远的旅行，注定要经历很多艰险，
高考，其实只是最初遇到的山峰。唯有不断拼搏
者，才能走好人生的每一站，做自己的幸运儿。

也到了认识责任、承担责任的时候。对于即
将奔赴考场的近50万湖南考生而言， 在高考的

考场上，以责任为自己加冕，意味着人生真正成
年。对于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想必已经了然
于胸。高考之日，谈谈对于国家的责任。今年，正
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生于中国、生逢此时，你
们应该感到庆幸，许多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习
以为常的事情，曾是父辈们难以实现的梦想。美
好生活来源于一代代人的不懈奋斗， 而接续奋
斗的责任迟早要交到每一位考生的手里。

因此，祝福你！ 不论你有怎样的求学轨迹，
又有怎样的人生际遇， 始终坚持用奋斗成就自
我；哪怕历尽沧桑，内心仍然宛如少年，记得最
初的梦想，记得对美好价值的坚守，记得值得为
之热泪盈眶、努力奋斗的国家，书写属于时代的
光荣与梦想。

杨玉龙

司法部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
知》，鼓励引导综合实力强、高资质高水
平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在不预先收
取鉴定费的情况下， 能够及时受理检察
机关委托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依法依
规开展鉴定活动，出具鉴定意见，未预先
收取的鉴定费待人民法院判决后由败诉
方承担。

环境治理，污染查处只是第一步。比
查处污染更棘手的，是污染的修复。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 污染修复的问题要么
被忽视，要么是政府财政（实际上是全体
纳税人）买单。为了让污染主体承担修复
责任，落实“谁污染，谁治理”，2015年，我
国开始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试点，随
即环境公益诉讼出现井喷之势。 越来越
多的公益诉讼案得以审判， 不仅让污染
环境者付出了沉重代价， 增大了污染者
的违法成本， 更有力震慑了潜在的污染
者。

但是，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费用高是
制约环境公益诉讼的“瓶颈”。有媒体报
道指出，由于环境诉讼费用相当高昂，再
加上因果关系的证明， 动辄涉及高科技

知识和方法的综合运用， 其所需费用之
巨，非经济能力微薄的被害者所能预付，
而且这些费用逾期不交， 将按自动放弃
诉讼处理， 无疑会影响环境公益诉讼效
能发挥。

《关于进一步做好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的出台，要求每
个省份原则上至少报送1家在检察公益
诉讼中不预先收取鉴定费的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机构， 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提供
有力支持 ，无疑是突破 “瓶颈 ”之举 。而
且，诸如“对于积极主动承担环境公益诉
讼业务且不预收鉴定费的鉴定机构，各
地要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的条
款， 可以增进鉴定机构参与环境公益诉
讼的积极性、主动性。

其实， 纵观世界经验， 环境公益诉
讼，主角并不是检察机关，更多的公益诉
讼是由民间力量发起。 只有涉及重大公
共利益，或者个人、民间组织不愿、不敢、
无力起诉时，检察机关才会站出来，担负
起公益诉讼之责。从这个角度来讲，环境
公益诉讼可先鉴定后收费， 让更多检察
机关挺身而出、依法履职；未来，应出台
更多解决办法打消民间组织的后顾之
忧， 让环境公益诉讼之路更加便捷与顺
畅，用好法律武器守护绿水青山。

张西流

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驱动，近年工人发
明创造层出不穷。其中不少专利成果，已经转化
成产品投入市场，并得到广泛应用。然而，虽有
相关政策扶持， 工人发明家多仍处于 “单打独
斗”状态。这些散落的珍珠，如何才能成串闪耀？
上海通过举办职工科技节， 开展优秀发明选拔
赛，旨在发现和培养更多工人发明家，推动群众
性发明创造澎湃发展，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发明创造，似乎总是与高新技术画等号，与
专家学者相关联。其实，工人已成为发明创造的
中坚力量。以上海为例，31年来，共有2.5万余个
项目参加优秀发明选拔赛， 参赛人数近9万人，
评出获奖项目1.2万余项。其中涌现出“现代蓝
领楷模”李斌、“抓斗大王”包起帆、“专利大户”
孔利明、“汽车心脏守护神” 徐小平、“世赛申办
形象大使”王军、“天空之吻缔造者”王曙群等一
大批职工科技创新领军人物。上海实践证明，在
中国这片日新月异的土地上， 既呼唤更多有抱
负的知识分子投身其中， 也期待以工人为代表
的普通劳动者更好释放自己的智慧与能量。

工人发明家群体， 引领的是群众性发明创
造，其积极创新、百折不挠的精神难能可贵。然
而，工人要想凭一己之力攻占发明专利，并将其
转化为现实成果，得经受住精神、资金、时间等
多重压力，更需社会关注和制度激励。近些年，
从倡导工匠精神，到推崇大国工匠，从专业技术
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受热捧， 到推动群众性发
明创造澎湃发展，无不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大到
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都离不开专注、专业、
聚焦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创业者。

每年高考前夕， 网上总会有一些屡被证
明为虚假的高考旧新闻、旧消息再次被传播，
误导考生和公众。 为此， 教育部门和网信部
门、公安机关梳理汇总公布了历年来“冷饭热
炒”频率最高的高考假新闻、假信息，并提醒
广大网民这些谣言的背后都是不法商家、网
站甚至惯犯精心设计的骗局。

高考季往往是诈骗高发季， 犯罪分子利

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发布虚假信息，极
尽诱骗之能事，手段层出不穷。“高考骗局”虽
然花样繁多，但套路几乎是一样的，都不是通
过国家高考考试和大学录取的正规程序，而
是走捷径、抄近道。也就是说，只要提高警惕，
时刻牢记上大学要走正规程序， 就能见招拆
招，以不变应万骗。

文/吴学安 图/王成喜

书写属于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工人发明创造，
更需社会关注和

制度激励

从穿“丝袜”的细节
看医者仁心

罗志华

在武汉市第三医院介入科里， 从早
到晚总有一帮穿着弹力 “丝袜” 的男医
生。他们不是“逗乐”，而是为了帮助静脉
曲张患者早日康复。自从“丝袜男医”亮
相后， 男性下肢静脉曲张患者穿丝袜的
依从度为100%， 而一年前还不到一半，
有的患者还曾扬言宁愿被截肢也不穿。

这则“暖心”的新闻，在涵养良好医
患关系的同时，也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
由于帮助静脉血回流的医用弹力袜跟女
性平时穿的丝袜很像，男人穿上，恐遭人
笑话。“丝袜男医”用行动代替说教，大幅
提升了患者的理解与配合。

穿“丝袜”这种事，倘若医生对患者
不够理解， 可能责备患者拎不清哪头轻
哪头重。“丝袜男医” 团队的做法是用行
动为患者打破心理禁忌， 真正做到了换
位思考。 看病本质上就是一项和人打交
道、专业性较高的工作。人们常说医者父

母心，除了“仁术”，“仁心”也需要体现在
听诊、治病的每一处细节之中。

“偶尔是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
安慰”，这一句医学名言，传递着这样的
医学理念：医患之间应该建立利益共同
体、情感共同体、道德共同体、价值共同
体 。穿着 “丝袜 ”的医生 ，感受着患者的
感受 ， 正是医患之间建立起情感共同
体。

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 妇产医院的
医生把冰凉的血袋放在怀里， 用体温焐
热；医生戴着颈托上阵做手术，一天连做
6台，只因“不想让患者等太久”；患者家
的小朋友看到医生为了看病来不及吃午
饭，“偷偷” 给医生买了一袋面包放到办
公室……从细节中透露出的医患双方的
感同身受、换位思考，是整个诊疗过程愉
快、友好进行的第一步，如果大家都抱着
善意尽力而为， 相信医者仁心成为医生
的共同追求， 尊医重道成为社会的普遍
价值。

打消环境公益诉讼的
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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