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维立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夙兴夜寐，洒扫庭
内”。今年我省高考继续采用全国I卷，大家拿到
的作文题是根据材料写一篇针对“复兴中学”同
学的演讲稿，倡议大家“热爱劳动，从我做起”。

高考作文要求写演讲稿， 不但体裁新颖，而
且以“热爱劳动，从我做起”为话题，从身边事、身
边人谈起，给了考生充分的发挥空间。与以往高
考作文以述事论说见长相比，这样的作文现实性
强、贴近生活，更能考验学生写作中的实用能力。

作为一篇演讲稿， 还要求在讲述完故事或

者表达完观点后，适当有一些“呼唤号召”，最好
能让“复兴中学”的同学们产生共鸣。无论是慷
慨激昂还是感人肺腑， 无论是意味深长还是丝
丝入扣， 作文的对象是一群满是期待的倾听演
讲的“复兴中学”的同学们。这个场景，对写好作
文至为关键。

什么是好的演讲？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树立了榜样。毛泽东讲话尖锐、敏感，善交流，能
始终把握现场、牵引听众。在说到作风问题时他
曾讲：“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 一支
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指鲁迅）总司令的。”

邓小平作演讲时也总是 “逻辑性很强， 条理分
明，有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大家十分爱听。

老一辈的演讲经验启示我们： 演讲者在乎
的是现场交流，注重的是情景交融，因此相对其
它文体来说，演讲稿应当更注重真切、“悬念”和
激情， 富有煽动性和感染力， 才能引起受众共
鸣，吸引人、打动人。

美国口才教育专家戴尔·卡耐基说：“一个
人的成功，15%取决于知识和技术，85%取决于
沟通———发表自己意见的能力和激发他人热忱
的能力。”高考作文要求写演讲稿，透露出信息：
学生要想写好作文，既要埋头读书，更要抬头看
路，既要多关注时事热点，也要尽可能多地参与
演讲等实践活动。 写好高考作文完全靠死记硬
背的时代早已不存在了。

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出实行城乡居民医保个人
（家庭）账户的，应于2020年底前取消。这一消息引发社会关注。

城乡居民医保个人 （家庭） 账户在实践中的弊端逐步显
现：一是额度很小，保障不足，难以起到门诊保障的作用；二是
共济能力差，仅限于个人或家庭使用，还削弱基金整体保障能
力；三是易诱发滥用。未来，城乡居民医保个人（家庭）账户将
通过推进门诊统筹进行替代。各地推进门诊统筹后，人们在基
层医疗机构发生的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医疗费用均可报销，
比例在50%左右。同时，一些主要在门诊治疗且费用较高的慢
性病、 特殊疾病的门诊医疗费用， 也将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
围，并参照住院制定相应的管理和支付办法。 文/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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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霞

6月6日，湖南省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对全省主题教育工作进行
全面动员部署。会议提出，主题教育时间紧、任
务重、要求高，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带头示范，
先学一步、学深一步，先改起来、改实一点，同时
担负好领导指导责任。

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就是为了让广
大党员干部对标初心、对标党中央要求、对标人
民群众期望，找到工作中的短板和不足，从而以
问题为导向，抓好整改落实，保持共产党员的纯
洁性和先进性。主题教育怎么抓，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明确要求，关键是抓落实。各地区各部门
各单位党委（党组）要把组织开展主题教育作为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各级领

导干部更应率先示范，发挥“头羊效应”，带动这
次活动取得圆满实效。

领导干部要亲自组织实施。无论什么工作，
领导重视就不难。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不同于具
体的业务工作，也没有可以量化的“硬指标”，而
是对思想作风进行“动刀”，其重要性不亚于干
业务。 各级领导干部要加深对主题教育活动内
涵、要求的理解 ，亲自挂帅 ，安排人员 ，落实责
任，有条不紊组织实施，并加强过程管理，确保
整个活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领导干部要带头查摆问题。主题活动能否
达到预期效果 ，关键看查摆问题是否动真格 ，
态度是否鲜明 ，是否发自内心想提升自己。如
果怕自揭其丑 ，怕丢面子 ，怕给人留下不好印
象 ，不敢直面问题 ，拈轻怕重找小问题讲 ，就
难免使整个活动流于形式 ，达不到预期实效 。

需要正视的是 ， 很多问题表现在下面 、 在基
层 ，但根子在上面 。领导机关 、领导干部要主
动认领问题 、带头抓好整改 ，不能搞 “上面患
病 、下面吃药 ”的那一套 ，不能以简单问责基
层干部代替整改责任落实 。 领导干部要破除
面子观念 ，以对党忠诚 、对自己负责的态度 ，
带头进行饱含 “辣味 ”的批评 ，切实让问题起
底曝光 ，真正达到红脸出汗 、排毒治病 、改进
工作的效果。

领导干部要先行纠正作风。从本质上讲，开
展主题教育活动，是一场作风净化行动，意在纠
正干部的不良作风，扫清思想上的认识偏差。广
大领导干部要把自己的问题拿上台面，有意识、
有重点地制定整改方案，并不打折扣付诸实践。
同时，加强对普通干部的指导、督促，切实让整
个活动有声有色、实效满满。

曹灿辉

湖南省 《关于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办法 （试行 ）》（以
下简称 《办法 （试行 ）》）近日经省委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办法 （试行 ）》通过严格遵循和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三个区分开来 ”
重要要求 ，探索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综
合考虑六种 “容错 ”情形 ，进一步保护
和调动全省各级干部改革创新 、 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 一是解决当前
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懈怠心理， 改变干部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二是
为改革创新者撑腰打气， 让他们在改革
创新中放开手脚，激发改革创新热情。三
是营造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奖励成功、
宽容失败的良好生态。

当然，“容错” 机制要明确容错免责
的边界。“不乱容，不错容，才是真容错、
容真错。”一些领导干部对容错机制的体
会 ， 引人思考 。 干部心中对容错得有
“戒”。如果借干事创业之名、改革创新之

义，不经科学认证“拍脑袋决策”，违背客
观规律“乱作为”，那就不是容错机制所
能容忍的了。

判定哪些错该容 ，哪些错不该容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是
一面镜子，照出了失误还是失职、敢为还
是乱为、负责还是懈怠、为公还是徇私、
无心还是有意的“真”“假”错误。

此次我省审议通过的《办法（试行）》
是对“三个区分开来”的进一步细化、实
化。它强调坚持四条原则，即支持实干、
激励创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精准问
责 、严守底线 ；有错必纠 、容纠并举 。同
时 ，提出六个 “容错 ”标准 ，即看主观动
机、客观条件、程序方法、问题性质、后果
影响、处置行为。

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今
天，面对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允许试
错、宽容失败是关心爱护。同时，对超越
容错界限的错误行为坚决说“不”，让庸
劣者失去“救命稻草”、让投机取巧者无
空可钻， 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
义， 也是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的内在要求。

范子军

6月8日下午最后一门英语高考结束
后，在合肥十中考点外，一名身着黄衫的
男孩径直走出考场， 突然跪在第一排等
候自己的妈妈面前，说了一句“妈妈，谢
谢您，这些年您辛苦了。”面对突如其来
的一幕，母亲抱着儿子也不禁潸然泪下，
现场很多等候的家长被感动， 也获得很
多网友点赞，大家称道有加的同时，毫不
吝啬对该考生的美好祝福。

有道是，男儿膝下有黄金。在跪式礼
仪早已淡出生活舞台的今天， 一名学子
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感恩， 难免让人感到
既稀罕又新奇， 何况又是在大庭广众面
前、众目睽睽之下，这一跪委实需要些许
勇气， 自然也就格外容易引发围观和议
论。

从现实场景来打量， 考生跪谢母亲
显然并无作秀成分，而是发自内心、情不
自禁的感恩表达， 全然没有去在乎别人
怎么看。纵使自己迎考学习如何紧张，却
能知家长三年陪读不易， 体察到用心良
苦和辛勤付出， 而非无视父母的支持与

辛苦， 或者对父母为自己做的一切感到
心安理得，人们欣赏其懂得感恩的背后，
其实还有诸如懂得珍惜、懂得努力，甚而
将来会有“出息”之类的解读和期许。

当然， 笔者更觉得宜以平常心去看
待，大可不必就此个例作过度解读，更不
能借题发挥以此来评价或批评其他学子
是否懂得感恩， 以免导致不必要的压力
甚至于误伤。毕竟，感恩未必一定要以下
跪表达，没下跪也未必不懂感恩，更多情
况下只不过是各人表达方式、路径、尺度
以及场景选择等有所区别罢了。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 是一
种以善还善、以德报善的道德涵养，也是
激励人们向善、向上的动力引擎。现实中
不知恩、 不感恩现象的确程度不等地存
在，也时常在舆论场被聚焦。考点外动情
下跪感恩父母引围观的看点， 更在于唤
起对感恩教育的重视， 唤起对感恩美德
的传承与弘扬。对父母、对他人、对社会，
始终胸怀感恩之心， 不仅有助于拉近亲
情、友情、人情的距离，而且有助于营造
乐于助人、知恩图报、美美与共的文明风
尚，让生活充满阳光。

开展主题教育要注重发挥“头羊效应” 明确“边界”，
方能正确理解“容错纠错”

以平常心看待考生跪谢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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