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成绩公布后， 填报志愿成为考生和
家长的头等大事。而大学复杂的专业设置，常
常让人在选择专业时充满困惑与迷茫。

无论是“有用”专业的门庭若市，还是“无
用”专业的门可罗雀，背后都是考生和家长的
现实诉求：大学学历是职业发展的通行证，专
业“有用”，自己的学历才会“有用”。“莫知无用
之用也”，“无用” 专业在很多人眼中看来难就
业或者工资低， 但其在大学学科体系中的价
值，对学生思维能力 、知识水平的涵养 ，对专
业能力的基础性作用常被忽视。 图/文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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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晨莹

倒计时的指针一圈又一圈划过，热情待客
的身姿一天比一天更优美。去年9月，习近平主
席和非洲各国领导人共同绘就了新时代中非
合作新蓝图，为筑牢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注入了新动力。作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上宣布的对非合作“八大行动”之一，举世瞩目
的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即将在长沙
开幕。我们期待它成为里程碑式的博览会，成为
中非历史长河中的隽永回忆。

“轻的一起拎，重的一起扛”。当西方媒体
把非洲看作“没有希望的大陆”时，“好朋友 、
好伙伴、好兄弟”中国却携手非洲；当部分西
方国家开出“强人所难”的附加条件 ，中国人
民始终尊重非洲、支持非洲。几年前 ，美国一
家权威调查机构发布一份报告， 披露该机构

调查了8个非洲国家的1000多家中国公司。结
果显示，近九成的员工都是非洲人。这说明 ，
每一个中国参建的合作项目扎实落地，都给当
地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也给追梦者带去未来
的希望。相比于少数西方国家居高临下的制度
说教、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对于非洲，
中国始终以诚相待，始终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因
而，尼日利亚《先锋报》曾评论道：“中国人教我
们认识到，一支蜡烛不会因为点燃其他蜡烛而
熄灭，反而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光明”。

不止于经贸往来，伴随着人文交往密切、友
好城市缔结、援非医疗派遣等，“八大行动”从愿
景迈向行动的过程中， 民心相通发挥的功能日
益加强。素有“能吃辣椒会出书”美誉的出版湘
军，为南苏丹量身打造教育体系，不仅是出版教
材，而且“承包”了他们的教材开发、教师培训、
ICT教师培训中心建设， 开创首个教育援外新

模式；异国学子不仅对中国文化越钻研越渴慕，
而且热情传播以提升同胞对中国的认知和理
解。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携手，化孕着民心的
交融激荡。 正应了中国人的那句古话：“以利相
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
权失则弃；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

以诚相待，未来成于民心。1976年，坦赞铁路
建成通车， 中国义举感动了整个非洲大陆；40多
年后，蒙内铁路打通东非大动脉，惠及沿线3亿多
人，成为又一条中非友谊的“连心路”。13亿多中
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不懈拼搏，12亿多非洲人民也在追求经
济发展而努力奋斗，“中非合作、共创未来”是大
势所趋，也是民心所盼。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
博览会开幕在即， 新朋老友聚在这里进行智慧
碰撞、心灵的交流，共商合作、共迎挑战。相信今
日投下的种子，必然报以明日的绿荫。

以诚相待，未来成于民心
黄艳娥

选任年轻干部，到底看什么？年轻干部
如何更好成长？重在瞄准“选、育、管、用”关
键环节，着力培养忠诚可靠、本领过硬的优
秀年轻干部队伍。

着眼未来“选苗”。贯彻“做好年轻干部工
作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 要求，将
年轻干部工作摆在战略位置认真谋划推进。做
到选有力度，建立后备人才库，明确分期分批引
进培养年轻干部中长期目标。做到选有尺度，明
确优秀培养对象资格条件， 由党组织审查把
关，征求纪检监察、综治等部门意见，设置负面
清单，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作为推荐对象。

立体培养“育苗”。研究制定干部“大培训、
大教育、大提能”活动方案，安排专项经费200万
元，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大规模的年轻干部培
育活动。着眼“传帮带”，开展新老结对、“一对
一”帮扶等活动，建立年轻干部“双导师”制度，
为培育对象安排政治导师和业务导师。着眼“走
出去”，组织年轻干部到外地挂职锻炼，并通过
理论讲堂、技能培训、参观考察、案例分析等，实
现年轻干部“实践+理论”双向成长。着眼“沉下
去”，选派年轻干部参与重点项目建设、脱贫攻
坚一线工作、信访维稳矛盾化解等，全面提升年
轻干部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水平。

综合施策“管苗”。树立“严管就是厚爱”的

理念，抓早抓小、管严管常，让年轻干部在监督
中成长、约束中成才。实行全程纪实，按照“一
人一档”的要求，采取谈心谈话、访谈座谈、现
场走访等方式，经常性、近距离考准考实年轻
干部的现实表现， 建立年轻干部实绩档案，作
为选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实行量化考核，坚持
综合考核与单项考核相结合，将综合考核内容
细化为德、能、勤、绩、廉5个方面，并单独考核年
轻干部在单项重点工作中的表现，每月上报表
现情况，每年开展综合评定，做到年轻干部调
有说法、用有依据。实行动态调整，每隔一段时
间对培养对象成长情况进行分析研判，综合各
部门与各重点工作的通报和信息，及时掌握培
养对象思想政治、工作实绩、工作作风、廉洁自
律等情况，有针对性采取有效举措，该提能的
提能，该提醒的提醒，该处理的处理。

旗帜鲜明“用苗”。始终坚持“凭实绩用干
部、以发展论英雄”的用人导向，为优秀年轻干
部脱颖而出、施展才华提供舞台。一是机构改
革“腾位”，对标对表推进机构改革，结合实际，
动员年龄偏大的领导干部退出领导岗位。二是
择优选拔“补位”，积极开展实干担当型干部评
选工作，对工作表现突出、成效明显的年轻干
部予以提拔重用。三是能上能下“适位”，强化
考核结果运用，对不适宜岗位需要的原则上要
求自愿“下”，并安排到一线“回炉淬火”。

（作者系邵阳市大祥区委书记）

新声

瞄准关键环节，畅通成才道路

范子军 黄齐超

近日，一则网帖《贫困县的四千万是怎么
花的》在网络热传。作者称，自己参与执导张
家口市万全区一部斥资4000万元、 时长30分
钟的水幕电影，经层层转包后，被拖欠项目款
4.5万元。6月24日，作者回应，下午甲方刚把余
下4.5万元项目款结清。6月25日， 张家口万全
区人民政府表示， 对于帖中反映的在影片拍
摄过程中的层层转包问题，已成立调查组，正
在进一步调查，待核实后将依法严肃查处。

网帖爆料尚属一家之言，情况是否属实，还
需等待调查组的查证核实。有资料显示，2018年

5月30日，万全区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了“万
全区水幕电影及音乐喷泉设备采购项目中标
公告”，该项目采购单位为张家口市万全区文化
旅游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 总中标金额约为
1992.67万元， 其中水幕电影拟投1280万元。综
合帖子所述，历经层层转包克扣、多人挂名，最
终被执行导演陈某以10万元“接盘”，政府项目
就这样沦为了人人都啃一口的“唐僧肉”。

先不说“斥资4000万”，即便上千万也不是个
小数目， 尤其是对当时仍属于贫困县的当地而
言。这样的大手笔投资是否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
平匹配，立项过程是否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和严
格的财政审批，这是此事件留下的疑问之一。

更引发质疑的是， 投1280万元拍摄影片，
实际上只花了10万元，把形象工程背后的“黑
幕”和政府采购中潜藏的“黑洞”放大于公众
面前。政府采购项目的具体操作过程，国家有
明确的法律规定。拿到上千万的政府项目，是
经过了严密、公正的招投标，还是饭桌上推杯
换盏而得；对政府采购项目被层层转包，当地
监管部门有无及时觉察； 若花几万元就能拍
出达标的影片， 上千万的拍短片经费会不会
有些“奢侈”……种种疑问，需要解开。

人们关注此事， 原因在于政府项目资金取
之于民，一分一厘皆关涉群众利益，需要有关部
门“锱铢必较”，用左手制度、右手法规来捂紧
“钱袋子”。同时，需要将监管前置，从项目立项
到招投标监管都从严，从根源上断绝借由政府
项目搞人情交换的网络，铲除利益输送的链条。

用制度、法规“两手”捂紧“钱袋子”

“澄清门”后的深意
刘雪松

浙江建德千年古城梅城， 有道 “澄清
门”。6月22日下午， 建德市首场失实信访举
报澄清发布会，特意选在“澄清门”下举行。
该市纪委等有关部门为7名党员干部被信访
反映的失实情况予以澄清。这7名干部，有的
是因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理解政策规定
而受到错告，有的正确履职却受到质疑。

叫“澄清门”的地方不常有，但事实上
的“澄清门”，是必须有且时刻都打开着的。
“澄清门”下澄清事实，其实就是还原真相，
让没问题的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同时
也是让举报群众消除疑惑、心理释然。这种
仪式感，对干部、对群众，都是有益的。

纪监部门通过查明事实、还原真相，然后
把“澄清门”当成一面镜子，照见群众质疑举
报的背后事实，照见干部的清白，回应群众的
关切， 既不放过一例违纪， 也不冤枉一名干
部。这本身就是法治社会、监督氛围之下应有
的常态。只有这样，才能让遵纪守法的干部更
加有担当、让清正廉洁的干部感觉有人撑腰，

才能让人民群众监督有回应、心理更踏实。
“澄清门”作为“法治门”，它既是对干

部的，也是对监督与举报的群众的。它需要
处理好“误会误告”与“恶意诬告”的关系，
既要保护群众的监督举报权利， 又要对恶
意诬告者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 还要处理好干部接受群众监督
的常态，与担当有为的状态、与委屈感心态
等等的关系 ，防止把 “澄清门 ”当成 “表彰
门”、当成跟监督者之间的“对立门”。因此
在人民群众更加愿意参与监督的氛围下，
要有敬畏心，也要有平常心。敬畏心就是，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平常心就是要把接受
群众监督当成本分、当成常态。

一次澄清，只代表这今天事、这件事干干
净净，不代表为官一世清清白白。“澄清门”下澄
清事实，公信力就在了，误会疑惑、错告的质疑
就消除了，人民群众的心就放下了。因此，只要
这道“程序门”始终开着，干事担当的干部就不
应该有委屈感，忠诚干净的干部就不要有受气
感。不妨把“澄清门”看作一道“监督门”，自然能
立得正、挺得住，也自然有包容、更坦荡。

填志愿选专业，
“莫知无用之用也”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