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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言

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过程， 充满了由
量变到质变的艰苦探索，这其中，对于人才使用
价值的认知也是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转变。 当经
济发展处于较低阶段时，“人才跟着产业走”是
普遍现象。如今，人才的作用日益凸显，一些地
方不再用传统招才引智方式来发展经济和产
业，而是把人才作为振兴经济和产业的着力点，
“产业跟着人才走”成为了新的方向和目标。

何谓“产业跟着人才走”？具体操作就是引
进一个人才，创新一项技术，带来的结果是形
成一个产业、开拓一片市场、构筑一方优势，从
而实现人才作用与价值的最大化。

人才是第一资源，第一生产力。当今社会科
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无比的迅猛，更迭的速度超
乎想象，从“人才跟着产业走”到“产业跟着人才
走”，凸显出知识经济时代人才价值变化的脉络。

比如，南京江宁开发区打造了由沈国荣、薛禹胜
两位院士领衔的智能电网产业人才链，7.7平方
公里的智能电网产业园实现千亿产值；南通市引
进国际物理奥赛金牌世界首位女性得主毛蔚博
士团队，成立飞昂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现在已成
为国内唯一能研发生产光模块芯片和模块集成
的制造商……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表明，吸引人
才已经进入一个更高阶段， 跟不上这个节奏，恐
怕会掉队，甚至失去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跟上人才引进新节奏，必须加快由产业链低
端向产业链高端转变， 由制造环节向产品设计、
品牌营销环节延伸， 由贴牌生产向自主创新、自
主品牌转变， 最终实现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从
2016年开始，湖南依据自身资源禀赋、人才优势，
推出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为了垒筑人才高
地，2017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化普通高校校地校企合作的意见》， 长沙出台了
“人才新政22条”———湖南的产业发展伴随着人

才发展而推进，短短几年便在移动互联网、智能
制造业等领域闯出了一方新天地。

跟上“产业跟着人才走”的节奏，要大兴识
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改革人才培养使用机制。
近年来，各大城市抢人大战如火如荼，引才注重
数量、忽视质量的不在少数。而要确保城市经济
发展处于较高水平， 引才时就应着重向创新人
才倾斜，给顶尖人才以顶级支持，依照人才的专
长与特点，推出具体的扶持政策，并在资金、厂
房、配套设施上提供一流服务。

未来学家乔尔·科特金指出，哪里更宜居，知
识分子就选择在哪里居住。 而知识分子在哪居
住，人类的智慧和财富就在哪里集聚。跟上“产业
跟着人才走”新节奏，需要招才引智的热情，离不
开多多“栽树”的努力，特别是要搭好成果转化平
台，不断提升城市整体品质，营造浓郁的创新氛
围， 以确保人才在创业创造之中实现自我价值，
从而助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跟上“产业跟着人才走”新节奏
段官敬

日前有媒体披露，某些地方的扶贫工
作中开“晚会”的情况比较严重，事情不管
轻重缓急，一律连夜开会传达，并且动辄
周末劳师动众加班，让晚上开会、熬夜加
班成为常态，令扶贫一线干部白天疲惫不
堪、瞌睡不止。

精力充沛是干好工作的前提。 晚上开
会、白天瞌睡，本末倒置已然违背了实干作
风和求真原则。此外，任意挥霍基层干部的
身体资本，无疑是破坏其“革命本钱”，既侵
犯了干部正常休息权， 也不利于工作持续
开展。到头来，还是会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
价。要知道，干部踏实干一分、群众实在多
一分，“瞌睡”干部必然无法让群众满意。

现实中，一些“晚会”水分过多、虚头
巴脑。譬如有的“瞎掰弄”，一句话拆开说，
“一把手”讲完、“二把手”说、接着分管扶
贫领导谈，本可以“三分钟”解决，硬生生
拖了三小时；又如有的“原地转”，一次动
员、二次推动、三次调度，反反复复“炒剩
饭”、啰里啰嗦“喊口号”，既没干货指导，
又无实质见解。诸如此类，不仅消耗了宝

贵的扶贫时间和工作资源，而且与担当尽
责、真抓务实的应有节奏不搭。

“晚会”不断、白天“瞌睡”，容易让人
联想到一则典故：一秀才酷爱读书、常伴
萤光夜读，有倾慕者闻名拜访。然白天不
见其人，便问其书童，未料书童答道，白天
捉萤火虫去了。 白天将工作节奏抓牢带
紧、高效完成任务，何必硬要拖到晚上开
会布置、动员推动。

诚然，势有急缓、事有轻重。扶贫工作
复杂性、艰巨性、突发性兼而有之，难保有
“不能过夜”的大事要事。对此，的确须秉持
“今日事今日毕”的态度和韧劲，将问题及
时解决、把任务完成彻底。但在日常扶贫工
作中，倘若无原则、习惯性让精气神被“晚
会”大肆消磨，导致扶贫干部变成“瞌睡”干
部，就难逃形式主义变种的嫌疑。

扶贫追求真扶贫， 真扶贫得下真功
夫、实功夫。扶贫干部是抓落实、传帮带的
关键一环，定然不能白天“掉链子”、晚上
“连轴转”。 所以还得有效规范扶贫工作、
科学制定制度，确保扶贫“晚会”少一些、
干部“瞌睡”少一些，精力状态足一些、奋
力实干多一些。

少开些“晚会”，
莫让干部白天“打瞌睡”

程彦暄

眼下，全省各中小学校陆续进入“暑
假模式”， 随之而来的是名目繁多的校外
培训班“登场”。长沙街头，随处可见各类
辅导培训广告应接不暇，各种社会办学机
构门庭若市， 不少孩子感叹，“第三学期”
即将开始。

暑期校外培训， 绝非长沙一地仅有。
有报道称，屡次被上海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叫停、处罚的“小五班”，今年暑期也出现
“死灰复燃”的迹象。何为“小五班”？它指
的是上海有些培训机构面向小学五年级
学生、在暑假组织的课外培训班。组织者
通常向家长承诺： 将对孩子进行培训、考
试、排名，随后“掐尖”挑选部分学生直接
进入沪上知名民办初中。

说到课外培训，很容易与“名师”“名
校”“高分”等词牵扯到一块。为了让孩子
不输在 “起跑线 ”上 ，为了让孩子就读名
校，家长们可谓绞尽脑汁。对他们而言，凡
是有利于提高成绩的培训一定要上，凡是
有可能考试加分的特长尽量去学，凡是有
助于开发智力的产品必须买，凡是与学习
无关的活动则能不参与就不参与。正是这
样，各种校外培训、“小五班”有着强烈的

“市场需求”。
暑期培训班人气火爆，其实是父母们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一个缩影。拿时间
换分数似乎已成为孩子们正在做的最大
“交易”，看似“稳赚不赔”，实则浪费了孩
子们成长成才的许多良机。童年，需要读
书识字、学习道理、认识世界，但更需要去
探索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
勒曾说 ：“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 ，
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影片 《天
才少女》中女主角玛丽的母亲是不幸的，
她的去世就源自于其童年都是在母亲的
计划教育下度过。而玛丽虽是数学天才，
却在舅舅的照顾下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
也正因为有了这份 “普通 ”，才让她的童
年开心快乐， 更让她体会到了亲情和友
情的温馨。

童年，需要父母、老师的教育和引导，
但不应被各种“培训班”包围。考高分、进
名校固然可喜，但成绩和入读学校不理想
并不代表未来的人生会一团糟。 一个人，
只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并被其魅
力深深吸引， 才能实现天赋与生活的融
合，进而保持初心、努力奋斗，不断创造更
加幸福的生活。

河南省鹿邑县一所农村学校正在修建学生宿舍，
原计划今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但在打地基时学校领
导发现，他们买到了25吨问题水泥。那些“凝固”的水
泥块，单手就能捏碎。由于25吨水泥出问题，该校近千
名农村寄宿学生今年秋季只能挤在教室里睡觉。

据悉，这所学校有在校生1700余人，其中寄宿生
960多名，“幸亏这些问题被发现得早， 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

问题水泥生产企业无异于谋财害命。只有严惩这
样的无良企业，令其血本无归，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
警示作用。 文/何勇 图/闵汝明

张瑞鑫

自《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近日正式实施
以来，垃圾分类就一直是个热门话题。46个重点
城市正如火如荼推行垃圾分类工作， 但农村的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却步履维艰。“在农村推行垃
圾分类不现实”可能是大多数人内心的想法，更
有网友调侃“城市垃圾分类套路太深，我要回农
村”。那么，农村垃圾分类该何去何从呢？

随着农村机械化种植、养殖的进一步推广，农
村生活方式也逐渐与城市“接轨”。相比城市，农村
虽然人口密度少，但实行垃圾分类同样迫在眉睫。

因此，农村居民应转变陈旧观念，改变乱丢、混扔
垃圾的生活习惯，深入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
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培养垃圾分类新习惯。这
不仅有助于他们形成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还
可以节约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垃圾分类，城乡有别。一方面，农村垃圾分类
要因地制宜。城乡生产生活环境不同、垃圾成分
构成迥异，决定了农村垃圾分类不能完全照搬城
市成功经验，应立足农村实际，采取源头分类、后
端分拣处理模式。另一方面，农村垃圾分类需制
度保障。 农村垃圾分类要创新资金投入机制，采
取上级投入、村级自筹、社会资本、收费制度相结

合模式，筹集资金用于完善分类垃圾桶、湿垃圾
处理设施以及配套运输设施等基础设施，建立与
农村自治相适应的专业化、市场化的农村垃圾分
类处理产业链条和管理机制。

此外，还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监管机制。各
村要建立奖惩机制，发挥村民自治功能，通过垃
圾分类积分兑换小商品、 给垃圾分类优秀家庭
发放小奖品等方式， 将垃圾分类与农民日常生
活紧密联系起来，调动全民参与的积极性。

农村垃圾分类不是小事，是关乎每个人生
活品质、影响后代的大事，是建设美丽乡村、美
丽中国的必由之路，更是实施乡村振兴、发展
生态经济的应有之义。要遵循农村发展的客观
规律，利用农村天然的优势和潜力，普及农村
垃圾分类知识，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童年，不应被“培训班”包围

城市垃圾分类了，农村还会远吗

新闻漫画

问题水泥
无异于谋财害命

孩子也有抑郁症？
是的。 不要认为抑郁是成年人的专利，儿

童青少年也会抑郁。
目前世界范围内， 约2.8%的儿童和5.6%

的青少年遭受抑郁发作的袭击；他们总是有显
著而持久的情绪问题， 导致学习成绩不理想、
人际疏离或其他社会功能不良，甚至出现自杀
意念和行为。

青少年最常报告的抑郁有三大症状： 容易
滋生消极情绪，易激惹；对过去喜欢的事情丧失
了兴趣， 显得很丧很佛系； 入睡困难或睡眠过
多。

孩子哪来的抑郁呢？
他们认为自己是遇到了过大的压力，比如

学业不顺，人际关系失败，遭遇了意外的负性
事件如车祸、家庭经济破产、父母离异、重要亲
人离世等，难以承受。他们内心煎熬、不安感强
烈，2/3的青少年还因为失眠、胃痛、头疼等躯
体不适去医院就诊。但多次抑郁发作后，他们
就感觉情绪不受控制，“本来好好的，突然一下
就不开心了”“就是高兴不起来，没有理由”。

实际上，抑郁症是有着深刻的生物学基础
的。最初，抑郁发作的确与现实负性刺激相关，
但反复发作后，病情严重的青少年有可能发生
明显的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损害，最典型的表现
就是海马体的体积会萎缩。

因为青少年的情绪起伏不定、 外露多变，
他们的许多心理感受和经验经常被周围人漠
视、不理解，甚至被嘲笑。这些不理解，会把他
们推向更深的情绪潭底。

对于那些容易有小情绪，但还达不到抑郁
症诊断标准的青少年，单纯地劝他们“开心一
点”无济于事。他们需要一些支持性心理辅导：
让他们有机会宣泄压抑的负性情绪，减轻心理
负荷；要给予尊重、移情和接纳，让他们学习如

何人际互动，获得情感联结；要处理一些内心
的丧失，要有机会完成一些心理告别；要重构
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认知，从消极思维转变到正
向思维；要疗愈内在伤口，学习一些心理法则，
提高心理韧性和获得心理成长。

该如何帮助患抑郁症的青少年呢？
有人将抑郁症形容为“精神上的感冒”。当

得知患抑郁症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又
不是简单的感冒发烧， 不是几天就能自愈，需
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治疗痊愈。抑郁症有着复
杂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不是一个简单的
心理问题。受情绪问题困扰的青少年，先要评
估情绪的具体问题、严重程度，从而为其选择
一个合适的干预方案。

一般来说， 轻度抑郁症个体可做心理治
疗，不用药物辅助。但中重度的抑郁症个体，如
果还伴随其他症状，或有自伤、自杀或毁物伤
人的危险行为， 则需要尽早接受药物治疗，以
快速缓解这些疾病症状；在缓解过程中，还需
要结合心理治疗来促进预后，这涉及到危机心
理干预，需要专业人士来完成。

青少年患者和家属担忧副作用，他们自行
减药或停药，其实阻碍了系统正规的治疗进程。
与抑郁症带来的心理和身体损害相比， 服用抗
抑郁药物带来的益处更多，利大于弊。有效的药
物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减少自杀的
风险。药物的起效时间一般是2至4周，即使服用
初期有些副作用， 但通常会随着服药时间的增
加而降低。而且，临床上有很多处理副作用的方
法，能帮助患者提高耐受程度。为了更好地帮助
青少年患者，一定要引导他们遵循医嘱，坚持药
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联合方案。

抑郁情绪每个人都会有，但不是每个人都
会得抑郁症。 如果孩子持续出现情绪低落、心
情烦躁、无兴趣无希望、对自己有负性评价、失
眠早醒多梦、难以集中注意力、紧张不安，甚至
出现消极想法，这种状况持续2周以上，家长及
老师应该引起重视，尽快带孩子到大医院相关
门诊进行专业的评估诊治。一定要找专业团队
评估，切不可在网上乱做测试。

关注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

青少年的抑郁，不只是“心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所副教授 李则宣

荨荨（紧接1版①）原来，红军战士悄悄把钱放
在了金瓜里。

杨启栋捡起铜板数了数，一共6个。“果
真是传说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杨启栋
感叹着走出屋去， 向乡亲们诉说着这件奇
事。

“看，就是这6个铜板，一直收着呢！我
公公说， 这是有历史意义的铜板， 要保存
好。”王求娇从家中找出了铜板。

记者看到， 小小的铜板， 已经生出铜
锈，和一些银元、铜钱放在一起。

王求娇还从家中拿出了红军留下的
一个铁罐、一件围裙。用来烧茶的铁罐，黑
漆漆的，经过80多年的岁月，仍然完好无
损。围裙颜色依然鲜艳，但是已经有些破

烂。
“另外还有两个马镫和一件大衣，马镫

现在保存在县里的文物部门， 大衣已经毁
了。”王求娇说，那件大衣，一直存在杨启栋
的一个兄弟家。在过苦日子的时候，他们把
大衣当被子盖，很暖和。到2000年前后时，
大衣已经陈旧破烂， 他们认为已经无用就
毁了。

“当年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战
士，因为得了疟疾，留在家里治病。”王求娇
告诉记者，她公公杨启栋用草药进行治疗，
几个月后小红军身体康复，“他在我们家过
了年，后来就留在绥宁，组织游击队，还当
过保长。”

如今， 杨启栋已去世30多年。“他在世

的时候，经常讲起红军就流泪，他说，‘红军
战士忍冻挨饿很可怜， 他们吃了荞麦粑粑
和南瓜，即使不放钱也没关系，因为心甘情
愿给他们吃。’”回忆起公公的话，王求娇颇
为感慨。

当年路过的红军， 带领贫苦百姓翻身
做主人。如今百姓过上了好日子，78岁的王
求娇连呼“政策好”。近几年，王求娇先后3
次住院手术，由于报销比例高，她自己掏的
钱不多。

“我希望能多活些年，好好看看世界。”
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和幸福安宁的生活，王
求娇充满憧憬。

■采访手记

六个铜板 映照光辉
李国斌

常言道，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
红军队伍路过村寨， 在百姓家吃了荞

麦粑粑和半个南瓜，走的时候悄悄留下6个
铜板，被百姓引以为“奇事”。

于细微处见精神 ， 于细微处也见品
德。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 ，能够反映人品 ，
反映作风。吃了东西后悄悄留下6个铜板 ，
只是一件小事 ，然而反映的是党性 ，体现
的是原则 ，照见的是品格 ，表明了我们党
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中 ，与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

上世纪20年代末， 我们党在湘赣边领
导武装斗争时，就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以此作为人民军队的行动准则，“不拿
群众一针一线 ”，就是三大纪律之一 。正是
严守这项纪律， 我们党才在革命战争中维
护了形象， 赢得了民心， 取得了最后的胜
利。

一个人有原则、 有品格， 让人肃然起
敬；一个党有原则、有品格，必将蓬勃壮大。
处于困境的红军队伍，依然坚守纪律，不占
贫苦百姓一点便宜，展现的光辉品格，让百
姓大为叹服。这种光辉品格有如磁铁，吸引
了源源不断的青年踊跃加入革命队伍 ，为
革命的星星之火添薪加柴， 最终形成燎原
之势。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为民是最好的作
风。进入新时代，党员干部为人要有原则和
品格，干事要有准则和底线 ，不忘初心 、将
心比心，从而赢得民心、创造幸福。

荨荨（紧接1版②）省防指认为，7月11日至13日
仍是堤防防守关键时期，必须切实加强巡堤查
险， 真正将巡查防守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堤段、
每一处工程；必须切实做好抢险物资和队伍准
备，全力抢险，确保堤防安全。

11日至14日，降雨主要影响湘江、资水、沅

水流域及洞庭湖区，其中湘东南株洲、衡阳、湘潭
等地预报降雨强度大， 与前期强降雨落区重叠
度较高，必须高度关注、严密防范，突出做好流域
性洪水防御、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镇防涝、水工
程调度防守、 水上交通管控及危险区群众转移
安置和应急救援等重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六个铜板

6月27日，
绥宁县寨市苗
族侗族乡上堡
村，杨芳显老人
在讲述红军战
士6个铜板的故
事。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6月27日，
航拍的绥宁县
寨市苗族侗族
乡上堡村。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