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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

8月21日，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
布《2019年全国经开区营商环境指数
报告》。 在全国综合排名前30名的国
家级经开区中，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营商环境指数位居中部第一、全国
第八。得益于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优
化，上半年，长沙经开区市场主体注
册数呈井喷之势，增速为50%左右；规
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0.1%， 规模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

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活力强不
强 、发展后劲足不足 、市场是否繁
荣，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市场主体是

增加还是减少。 而决定市场主体增
减最关键的因素，无疑是当地营商
环境如何，有没有可预期的持久的
投资吸引力。

今年以来，湖南在全省开展“优
化营商环境执行年”活动，聚焦群众
和企业 “最烦”“最痛”“最怕”“最盼”
的问题，对标“北上广”等先进地区找
差距，努力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 在7月底召开的全省
产业项目建设推进现场观摩会上，省
委、省政府旗帜鲜明提出了“远学华
为，近学长沙”的口号，以最高标准、
最高水平为目标，全力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使湖南成为投资创业福地。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是省委、
省政府着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破解
当前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多等
突出问题， 培育形成竞争新优势，
努力在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的总
抓手。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 1
至6月， 全省新设市场主体36.49万
户，新增注册资本5300亿元。 截至5
月底全省市场主体总数首次突破
400万户，达到409.74万户。

环境好 ， 发展成果自然不会
少。 通过鼓励创新、大胆探索，各地
因地制宜，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亮点
频出。 如邵阳市推出优化营商环境

10条举措 ，从审批 、融资 、纳税 、用
工保障、降成本等10个方面提出明
确的措施，要求减环节、优流程、压
时限 、提效率 ，着力为邵阳高质量
发展营造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 ；开福区从 “五更 ”服务理念出
发 ，制定16条具体措施 ，以最宽的
准入、最省的费用、最高的效率、最
优的服务打造营商环境的“开福样
板”，辖区内存续市场主体已连续3
年增速保持在25%以上 。 蓝山 、江
华、泸溪等不少边远欠发达县市通
过优化发展环境，迅速形成了自己
的竞争力， 抓住产业转移契机，引
来大批项目落地。

方鸿涛

《庄子·应帝王》云，“至人之用心若
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
伤”。意思是“至人”的用心犹如镜子，任
物来去而不加迎送，如实反映而无所隐
藏，所以能够胜物而不被物所损伤。 由
此延伸到党员干部自身修炼上，同样应
该做到“不染”“不挑”“不伪”。

“不染”，就是要涵养清正廉洁的品
质。镜子有个特点，照过鲜花它不香，照过
粪土它不臭， 从不会被自己反映的信息
或者事物所沾染，能一直保持自我。 清正
廉洁是涵养共产党人初心的基石，“为政
清廉才能取信于民， 秉公用权才能赢得
人心”。当前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清正廉
洁作表率”，只有正确处理公私、义利、是
非、情法、亲清、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
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坚
决预防和反对腐败， 才有可能清清白白
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不挑”，就是要涵养公道正派的品
质。 镜子照事物不会去挑选，不会因事
物的好坏、美丑来选择性地让照或者是
不让照， 大家在镜子面前是平等的，都
是它的“反映物”。 “公正无私，一言而万
民齐”，以身正求公正，以公正赢人心，
始终坚守不为权势而丧志、不为金钱而
动心 、不为酒色而忘形 ，不惟上 ，不惟
书，只惟实，就能以正气凝聚人心，以公
道促进事业发展。

“不伪”，就是要涵养真心为民品质。
镜子在反映事物的时候不会 “伪装”，不
会弄虚作假，不会因为是好东西它就多
反映一点， 也不会把不好的东西删除，
始终保留“真”的品质，如实反映。 修炼
“镜子功”，当学镜子“真”品质，真心实意
为民服务。 对群众饱含感情，把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
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有可
能时刻心中装着群众，自觉在工作上依
靠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生活上关心
群众，始终“为民服务解难题”。

杨兴东

提到家政服务， 想必很多人都对
“菲佣”“英式管家” 等赫赫有名的地域
品牌不会陌生。 如今，湖南在树立自己
的家政品牌上也有大动作：8月21日，邵
阳县与国内家政领军企业到家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共同打造“邵
阳月嫂”地理标志品牌，并将建设湖南
首个“月嫂小镇”。

“老婆要生了，谁有靠谱的月嫂介
绍？”进入“二孩时代”，朋友圈里经常有
这样的信息。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通过
熟人关系找来的月嫂，素质往往难如人
意。 如果月嫂服务也能打造知名品牌，
消费者要少操不少心。 于市场而言，这
块“蛋糕”足够大。

目前，邵阳家政行业的地域集聚效
应已初现雏形。 邵阳市户籍人口超过
800万，有着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优势。
而从58到家提供的数据来看，在平台上
从事家政服务的邵阳籍阿姨已经超过
6000名，在省内名列前茅。

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很多职业

从地域集中化到产业品牌化， 经历了
一个漫长的时间沉淀，如新化文印、攸
县的哥等。 在家政领域，人们为何选择
“邵阳月嫂”， 而不选择其它地方的月
嫂？ 这里的月嫂和熟人介绍的有什么
不同？

关键在专业性。 被称为世界级“家
政服务员”的菲佣，是一个很好的对比
素材。 在菲律宾，劳务输出的“职业化”
得到极大重视。 在教育培训上，不仅有
大量家政机构进行免费培训，当地还在
高等学校开设了家政学、 社区营养、食
品工艺、家庭生活与儿童开发、室内设
计、服装工艺等专业。因为服务到位、吃
苦耐劳，菲佣占据了欧美、东南亚等家
政服务市场的大量份额， 我国北京、上
海、深圳等城市如今也少量进入。

打造“邵阳月嫂”地理标志品牌，当
地也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从组织统一
的培训和考试， 到让从业者建档立制、
挂牌上岗， 再到设立月嫂等级划分标
准， 并由指定部门对月嫂市场进行监
管……只有样样做到了位， 才能出口
碑、扬品牌。

何勇

由滕华涛导演 ，鹿晗 、舒淇等
主演的国产科幻电影 《上海堡垒》
上映后票房口碑双失利，投资方更
是血本无归。 滕华涛等主创人员日
前在微博道歉，表示为《上海堡垒》
的失败负责。 滕华涛承认，鹿晗并
不是 《上海堡垒 》中男主角的合适
人选。

今年年初 ，国产科幻电影 《流
浪地球》热映，叫好又叫座，票房超

过46亿元，2019年由此被不少人称
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然而，《上
海堡垒》 像一盆迎面浇来的凉水，
以至于有网友吐槽 ：“《流浪地球 》
打开了中国科幻的一扇门 ，《上海
堡垒》又给关上了。 ”

当然，这样的论调显然太过危
言耸听 。 因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大
门，绝对不会因某部“烂片”而就此
关上。 目前我国科幻电影处于起步
阶段 ， 科幻电影工业也不是很成
熟，仍然处于探索、摸索之中。 作为

处于起始阶段、尚未成熟的中国科
幻电影，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 ，出现一部乃至多部 “烂片 ”，属
于正常现象。

但是，《上海堡垒》留下的教训
显而易见， 那就是电影行业迷信、
依靠流量明星、热门IP就能获得高
票房的舒适日子一去不复返。 随着
我国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我国电
影市场逐渐走向成熟，电影行业已
经进入 “内容为王 ”时代 ，口碑 、质
量才是电影票房保障。 从动作军事

电影《战狼2》、现实题材电影《我不
是药神》，到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再到眼下仍在热映的国产动漫电
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国产电影一
次又一次取得骄人票房成绩，无不
证实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说，电
影《上海堡垒》的失败，病根还在没
有好的内容。

电影从业者与其迷信流量明
星 、热门 IP，不如从影片本身的制
作质量上下功夫， 把主要资金、精
力花在剧本创作 、演员演技 、服化
道特效等方面 ， 切实提高影片质
量 、口碑 ，这才是国产电影发展的
正路。

� � � � 近日，长沙地铁1号线上出现
令人不堪的一幕： 一名老者要求
年轻女子让座遭拒后， 竟强行将
该女子从座位上推开； 在女子表
达不满后， 老者还扬言打人。 据
闻，该女子已向附近派出所报案。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让座于
老弱病残，是一种美德 、礼貌 ，但
绝非强制性义务，“让” 有让的善
意，有时“不让”有不让的道理。 所
以让座或者“不让”座的双方都要
讲理 ，倚老卖老 、为老不尊 ，只会
自取其辱。 像长沙地铁上的这位
老者，行为显然有点蛮横不讲理。

漫画/王铎 文/匡亿

为官多修“镜子功”

家政服务
应当在品牌上下功夫

营商环境好，发展成果自然不会少

流量明星不靠谱，内容才是“王道”

新闻漫画
让座是礼，占座要理

� � � �湖南日报8月22日讯（记者 陈薇）
8月20日，我省美术界迎来一件盛事，
“第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终评在
新落成的湖南美术馆举行。

据了解，“第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
品展”是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支持，
中国国家画院、 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主办的国家级大型美展。 9月28日，
湖南美术馆将面向社会正式开馆，届
时“第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将作
为“开馆展”与大家见面，献礼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这次终评，经过严格、公
正评选，最终408件作品确定参展。 其
中中国画入选作品258件， 油画作品

76件，书法篆刻作品34件，版画作品
21件，雕塑作品19件。 总的看来，这些
作品饱含着美术家们深厚的家国情
怀，反映出新时代的中国审美追求，传
播着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 大致
能够代表全国画院系统最高创作水
平。

盛伯骥 余蓉

8月19日， 当大部分老师还在悠
闲地享受假期时，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教师杨思思却忙得脚
不沾地。 她带领学生拍摄公益宣传
片，给刚毕业的学生指导如何开展新
学期的教学活动……

杨思思是湖南长沙人，她16岁只
身赴欧美求学，在奥地利格拉茨国立
音乐表演艺术大学师从奥地利著名
声乐教育家Rosemary·Schmidt和著
名男中音歌唱家、教育家Tom·Sol，获
得双硕士学位。

2010年杨思思回国， 先后荣获第
十五届CCTV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湖
南赛区美声组金奖第一名，以及第九届
全国金钟奖湖南赛区金奖， 曾连续5年
作为演唱嘉宾登上湖南卫视春节联欢
晚会、元宵喜乐会的舞台。 2015年6月，
她还应香港青年音乐会主办方邀请，作
为音乐节唯一古典声乐代表，压轴献唱

《告别时刻》，获得高度赞赏。
2015年杨思思来到湖南第一师

范学院任教，给公费定向师范生学生
上课。 这些来自农村又将回到农村任
教的孩子们， 对她既期待又不安。 老
师讲的课会不会很难懂？

让学生们惊喜的是，杨思思的课
上起来非常轻松。 她把歌声与琴声融
合，把赞美与评点相济，既有音乐的魅
力，又有师长的权威，可谓时刚时柔、
时重时轻。“思思老师的课像是首协
奏曲，层次鲜明。 ”学生
易炫洋这样评价。

为了提升学生的自
信心， 给他们提供展示
自己的平台。 杨思思还
每个学期坚持为声乐专
业生举办一次音乐会，
并亲力亲为， 经常给学
生们排练到晚上10点才
回家。

通过这一次次音乐

会的磨练，学生们不光在舞台表演和
演唱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还学会了自
己创编歌曲节目，这为他们将来成为
一名合格的小学音乐教师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学生熊珍珍在这一次次表演中
进步飞速，还参加第五届湖南青年艺
术节声乐比赛并夺得了银奖。“没有
这一次次舞台上的磨练，我不会这么
从容地面对这次声乐比赛并获得这
么好的成绩。 ”她感慨地说。

“第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终评在长举行

从歌手到教师

通讯员 杨红 黄霖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8月21日上午9时， 在历时26天、
行走1000余公里后，从桃江县大栗港
镇卢家村出发的卢家父女3人， 顺利
抵达目的地———汕头大学， 比原计划
提前两天实现了“徒步上大学” 的目
标。

早在半年前， 父亲卢庆丰便和大
女儿卢悦约定：“如果你考上大学，不
管在哪，我们一起徒步去。”今年高考，

卢悦考上了汕头大学。 7月27日，卢庆
丰带着卢悦和11岁的小女儿卢珺，从
老家出发，徒步前往广东汕头。

卢庆丰早年在外务工，喜爱运动，
是一名资深“跑友”，跑龄近10年。 他
对两个女儿的体育锻炼也十分重视，
让卢悦上学前锻炼半小时， 还经常要
她绑着沙袋走路。 卢珺读书的学校离
家2公里，也一直是徒步上学。 长年坚
持锻炼，卢悦、卢珺的身体素质比一般
同龄人要强。

这次徒步上大学， 卢庆丰特地选

择了一条“红色路线”：从桃江出发，每
天步行30余公里，途经益阳烈士纪念
广场、刘少奇故居、毛泽东故居、彭德
怀故居，再经衡山、炎陵、井冈山等地，
然后直抵目的地汕头。为了锻炼女儿，
他还将全程食宿事宜交由她们安排。

自称“狼爸”的卢庆丰说，在后面
10来天里， 卢悦的脚打出了水泡，她
晚上换药包扎，白天仍坚持行走。小女
儿卢珺也在徒步中， 度过了11岁生
日。“这对她俩来说，也是一种成长。 ”
卢庆丰说。

历时26天、行走1000余公里

桃江“狼爸”带女儿徒步上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