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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

黄文秀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0周岁。6月16
日晚， 这位广西乐业县百坭村的第一书记在驱
车探查暴雨灾情时，所乘车辆被山洪卷走，不幸
遇难。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文秀先进事迹作
出重要指示： 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
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
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
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柳青先生的这
句话，曾被无数青年当作励志名言。其中真正的
分量，却需要靠时间和实践来考量。按照黄文秀
北师大硕士的学历和能力， 她大可选择留在北
京或者其他更好的大城市， 本可以拥有一些人

眼中的“更灿烂的前程”。但是，黄文秀还是回到了
家乡。这当中，有桑梓情结 ，也有一份 “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

守住初心，必然有“担使命”的自觉。黄文秀回
到家乡，坚守在“阵地”上，无时无刻不在想乡村的
致富路、农产品的销路、农民脱贫致富的出路。为
此，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人、村里
人，带领88户418名贫困群众脱贫，全村贫困发生
率下降20%以上。黄文秀的初心是真切的，体现在
她始终和老百姓在一起，为人民谋幸福；她的初心
是滚烫的，带着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的血的温度、
心的温度和青春的温度。

黄文秀是一位文静的姑娘，也是一名刚毅的战
士。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曾经讲过 ， 今天的青年要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
虎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 。从外表上看 ，

黄文秀是一位柔弱的姑娘 ，但在她的身上 ，能够
体现总书记对今天中国青年提的这个要求 。黄
文秀用奋斗锻造开拓创新 、真抓实干的作风 ，用
真情践行心系群众 、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用毕
生书写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使命担当 。 她的
生命太过短暂 ， 但她却用自己的一生做到了刚
健勇毅。

初心似锦，使命生芳。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绝非一句空泛的口号，
黄文秀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坚守初心使命， 生动
地诠释了催人奋进的担当和奉献精神。

送别了黄文秀， 但她的初心仍然和全国20万
名第一书记在一起， 和曾经驻村进行一线扶贫工
作的几百万的干部们在一起， 和走在脱贫攻坚路
上的亿万人在一起。花季虽短但馨香永存，让我们
一起向黄文秀致敬。

胡子民 程汉鹏

眼下， 垃圾分类正成为上海街头
巷尾的热门话题。7月1日起， 被称为
“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的《上海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 《条
例》）正式实施，根据规定，个人或单位
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都将面临处
罚。有媒体报道，《条例》实施的当天，
上海就开出了多份处罚单。

垃圾分类是看似简单、 其实繁杂
的系统工程，虽推行多年，却不尽如人
意，因而被网友称为“最难推广的一桩
小事”。上海这次在全国率先“破冰”，
预示着 “垃圾强制分类” 时代已然来
临。年内，包括长沙在内的全国40多个
城市，也将陆续推行垃圾强制分类。

推行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紧迫性
不言而喻， 大多数居民对此愿意配合
政府部门，只不过，现阶段的垃圾分类
在操作层面至少遇到了两个 “难”。一
是垃圾本身的分类难， 形形色色的垃
圾，林林总总的“厨余”，各种各样的形
态， 垃圾要精确分出个子丑寅卯来确
实不易。其二，垃圾集中投放，时间固
定统一， 而各家各户对投放时间的选
择却参差不齐。有朝九晚五上班的，有
上大夜班的，有出差在外的，有早起做
买卖的， 要想把大家的行动都统一起

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正是因为垃圾分类不易，推行垃

圾分类需要惩罚措施 。 但也必须看
到 ， 一味惩罚会激发居民的抵触情
绪，导致工作难度人为加大。因此，推
行垃圾分类，要罚也要“导”。

社会文明的递进，总是社会管理、
民众意识和生活习惯共同进步的结
果 。多年前 ，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开始
推行垃圾分类试点，如今一些地方已
初步破解“垃圾围城”难题，但垃圾不
分类、分类分不清等问题仍然普遍存
在。鉴于此，媒体、社区、学校、机关单
位 、环保组织等 ，要重点做好宣传工
作，普及分类知识。

同时 ， 实现垃圾分类目标也需
要有创新理念 。江苏扬州推出 “互联
网+垃圾分类 ”数据平台 ，市民可以
利用垃圾分类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
广东东莞将回收的厨余垃圾转化为
有机肥 ，向居民免费派发 ；上海闵行
安排志愿者轮流值班 ， 手把手指导
垃圾投放……这些好的做法值得各
地借鉴。

此外，还需要从长期性、系统性的
角度来寻求垃圾分类机制，只有把分
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
理等各个环节都做好 、做实了 ，垃圾
分类才能真正实现专业化、资源化。

胡建兵

国务院新闻办7月1日举行政策例
行吹风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会上
表示：经过摸底排查，各地上报需要改
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有17万个， 涉及居
民上亿人。从调查和各地反馈看，加快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群众意愿强烈。

老旧小区改造不是修修墙、 防防
漏、种种花草树木等那么简单。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充分回应了居民关于加
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的
呼声，致力为空巢、失能、失独老人打
造便利的社区生活环境。同时，政府工
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城镇老旧小区
要大力更新水电路气等配套设施，支
持加装电梯，健全便民市场、便利店、
步行街、停车场、无障碍通道等生活服
务设施。”也就是说，老旧小区改造，虽
然房子的主体暂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基础设施配套等， 要按照新小区一

样建设完善。
事实上，老旧小区改造，不仅需要

硬件条件的改善，还需要软件的升级。
比如，一些老旧小区的生活不便，不只
是电梯、车位的缺乏，也可能表现为养
老、托幼、医疗资源的配套欠缺。这考
验的是城市整体的资源投入分配问
题。再如，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难、房
屋公共维修基金提取难等现实掣肘，
也客观制约了老旧小区的日常更新、
改造、自我管理能力。较早前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就曾部署推动建立小区
后续长效管理机制。在这方面，需要多
部门、多层次的沟通与协调。

总的来讲， 在现阶段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 既要把居民的眼前需求和愿
望放在第一位， 也要结合未来的发展
趋势，多打一点“提前量”，与城市规划
等结合在一起，避免“翻烧饼”。如此，
更考验地方政府和部门 “螺蛳壳里做
道场”的精细化治理能力。

“文秀”于林 初心似锦 垃圾分类，
除了“罚”还能做什么

“老旧小区改造”
远不只修墙防漏

线上维权二维码
值得推广

新闻漫画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
发布《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这两部司法解释已于7月1
日起施行。

此次 “两高 ”发布司法解释 ，重提 “老

鼠仓 ”，是对近几年频发的利用非公开信
息犯罪行为作出的有力回应 。 从长远来
看 ，两部司法解释的发布实施 ，则是提高
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 、 强化其法律责
任 、 完善科创板试点注册制配套司法保
障的重要举措。

文/图 朱慧卿

亮剑“老鼠仓”，助科创板行以致远

杨玉龙

7月1日， 北京市人社局推出劳动者线上维权二维
码。即日起，北京市范围内的劳动者如遇到拖欠工资、
未签订劳动合同、超时工作等问题，用手机扫二维码，
即可在线进行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报。劳动者足不出
户便可及时掌握投诉举报的准确路径和维权方式。

劳动者线上维权二维码， 无疑为劳动者维权启动
了“加速度”。据悉，二维码无需下载安装客户端，即扫
即用，方便快捷。比如，使用具有二维码扫描功能的相
关软件，如微信、QQ等直接扫描二维码，上传个人信
息、案由后，就能完成投诉举报信息的登记。不仅方便
易行，而且不受空间时间限制，足不出户就能将维权信
息精准提交。

更值得称道的，是线上维权二维码背后的联动机
制。比如，投诉举报内容将及时反馈到市区相关劳动保
障监察机构，经核实在3个工作日内把核实结果用短信
发送到劳动者手机上。这也就意味着，劳动者提交的信
息不会杳无音信。同时，劳动者投诉举报属实，按照短
信提示的准确路径和方式带齐相关材料，及时到窗口
办理即可，实现高效、精准维权。

放在更大的实践空间，劳动者线上维权二维码，惠
及的不仅仅是劳动者本人，对于规范用工行为、优化营
商环境等方面，也具有积极意义。总而言之，线上二维
码的维权方式值得借鉴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