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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东

“新时代，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
创业的广阔舞台”，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
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时强调， 我国
高等农林教育大有可为， 涉农高校要继续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

第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专门给全国涉农高校
回信，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农业发展，高度
重视杰出农业人才的培育。这几年，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村曾经面临的人才断层现象有
所好转。然而，我国的农业摊子大、农村面积广，人
才是当务之急；出去的不愿回乡干农业，留下的不

安心搞农业，这种现象也比较普遍。从这个意义上
说，办好涉农高等教育，既迫在眉睫，也意义非凡。

生于斯、长于斯，更要奋斗于斯。现代社会，
“农民”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跳出农门
又回归的大学生，被人们看成“脑子进水”。现在，
当年 “千辛万苦走出去”， 今天 “心甘情愿飞回
来”， 这种行为取舍背后， 固然有个人的领悟使
然，而国家繁荣昌盛、社会文明进步，特别是城乡
差别日渐消弭的现实趋势及其宏大社会愿景，也
是重要的缘由。国家重视农村农业发展，愿意提
供“改天换地”的事业舞台，涉农学子的回归便有
枝可依、有处安放。

扎根农村、强农兴农也蕴含着无限机遇。当前，

虽然面临外部经济压力增大，区域竞争形势复杂
局面， 但农业现代化也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
期。全面系统的惠农政策、适宜丰沛的农业资源，
一旦与人才相结合，将产生奇妙的叠加效应。

乡村振兴、农业发展，既需要高尖精的农业
科研人才，也需要一批批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的青
年才俊奋发有为。5G、AI、物联网或为农业发展带
来全面提速，新技术、新农业形式深层次发展更
迫切需要青年人的拥抱。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
人才，加大农业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力度，让更
多大中专院校特别是农业院校毕业生扎根农村，
才能造就宏大的新型农民队伍，确保农业、农村
发展后继有人，让希望的田野更有希望。

史俊逸

几天前，河南郑州黄河科技学院一名
保洁阿姨坐在卫生间角落里写字学习的
照片传到网上后， 立即引来不少人关注。
据了解， 这位名叫王玉兰的保洁大妈，当
年高考以6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她说，
现在来到大学做保洁工作，利用工作间隙
学点东西，也算是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人生没有理想，生活也将失去意义。
年逾花甲的大妈， 并没有心安理得的在
家“享清福”，而是换种方式圆了自己的
“大学梦”，这种执着的求学精神，足以令
当下众多学子汗颜。更何况，大妈虽然从
事最基层的保洁工作， 但休息时间都在
厕所一角学习， 她身上散发出的强烈奋
斗意志已经超越了职业与年龄的鸿沟，
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曾几何时，网上一句“生容易、活容
易，生活不容易”，引发不少人的共鸣。的
确，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每个人都
有美好的愿景和期盼， 但在现实生活面

前，不少人会选择低头。有的人遭遇一点
挫折和逆境， 就放弃了拼搏， 得过且过
“混日子”；有的人过上“比上不足、比下
有余”的生活，便安心享受生活的安排，
不再为自己的理想奋斗。 这样的人与这
位保洁大妈相比，高下立判。

人生并没有恒定的起跑线，只要愿意
尝试奋斗，每天都可以是新的起跑线。近年
来，媒体不时会报道一些高考中的“高龄考
生”，他们有的已经年逾古稀，甚至年至耄
耋，仍有勇气与孙辈同场竞考，不管结局如
何，他们都是生活的强者、胜者。回到保洁
大妈在厕所角落学习一事，她的目的或许
与“高龄考生”不同，但精神品质都是一样，
只要没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就值得被尊重。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鼓励我们，“幸福是
奋斗出来的”“奋斗本就是一种幸福。只有
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迈步新
时代，每个人都有奋斗的理由，更有奋斗的
权利。不管年龄多大、身在何处、就任何职，
只要愿意奋斗、敢于奋斗，都可大有作为，
都有机会通往幸福人生的境界。

吴学安

日前，教育部官网发布新规，给教育APP再
加一道“紧箍咒”。这项由教育部、中央网信办、
工信部、公安部等八部门发布的新规，要求2019
年底完成教育移动应用备案工作， 开展专项治
理行动，并落实责任主体、健全监管体系，对责
任不落实、 措施不到位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予以约谈、通报，对因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
的，依法依规对相关负责人严肃问责。

有关APP进校园，教育部门举措连连，相继出
台了禁止用微信、QQ等布置作业等多项禁令。这
次八部委联合发文， 对教育APP作出明确具体的

禁止规定， 应该是从规范上作了更进一步的明确
要求。此次出台的新规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标本
兼治，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从供给侧和需求
侧两端进行规范。也就是说，乱象需要治理，同时
也不能忽略教育类APP对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教育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和普及， 推动
教育理念变革，创新教与学方式，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的覆盖面。但是，教育APP的野蛮生长也带
来了隐私泄露、强制收费、内容安全、进校合作
等问题。 这是一个牵涉到学生和家长的减负命
题，更牵涉到信息安全、防止教育机构被现代商
业机构严重侵蚀的命题，兹事体大。

这次禁令规定， 基本的原则是对教育APP

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不设置准入许可、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明确要求，作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
统一使用的教育APP，不得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
何费用、植入商业广告和游戏；推荐使用的APP
应当遵循自愿原则， 不得与教学管理行为绑定，
不得与学分成绩和评优挂钩。此外，规定了收集
用户信息不得用默认、 捆绑等变相强迫手段，使
用未成年人信息，应取得监护人授权等。这些举
措，“补”在了关键的漏洞部位，有着问题的针对
性，也有着规范的递进性。当然，这些“紧箍咒”效
果如何，更待监督问责的有力到位。

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把教育做成一块商业
行为难以入侵的“净土”，而不是商业平台无孔不
入的“阵地”。从教育类APP的健康发展来看，短
期应强化专项行动， 集中治理教育类APP乱象，
长期看需要构建常态化的治理体系。

江德斌

有媒体报道， 继严厉打击演员高片
酬之后，针对目前国产剧“注水”严重的
问题，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研究相关
应对措施并向行业征求意见， 拟对剧集
数设定40集的上限。 数家影视剧制作公
司人士证实：的确在调研中。

“写了30集的剧本，拍出来40集，最
后剪辑成50集。”这不是段子，而是行业
里真实发生的事， 甚至可称之为公开的
“潜规则”，成了匪夷所思的怪现象：剧情
拖沓臃肿，节奏混乱不堪，台词累赘，一
个小事能延续好几集， 严重损害了作品
的观赏性，令人难以忍受。

及时纠偏影视剧市场的乱象， 固然
值得点赞， 但仅仅用限制集数的方式来
防止“注水剧”，很难起到釜底抽薪的效
果。正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绕开
限制集数的方法很多。举个简单的例子，
制作方可以将长剧改成多部剧、 季播剧
等，每一部、每一季卡在40集，超出部分
改为续集或下一季，甚至改头换面成“新
剧”。更何况，仅凭剧集长短论英雄，也并

不合理。
“注水剧”的源头是利益，一部成本

已定的电视剧， 最终能够剪辑出的集数
越多，出品方的收益越高。目前，电视台
的剧集采购成本逐年攀升， 特别是被看
好的大 IP“爆款”，有小鲜肉加持的流量
剧，受到多家电视台的竞标，价码更是一
路飞涨。电视剧集数越多，广告曝光频次
增加，广告费用也就水涨船高，这也助长
了“注水剧”的泛滥。

打击“注水剧”，需要“蛇打七寸”———
解决产业链的利益分配模式，实现优质优
价。事实上，近年来不少网剧逐渐走向精品
化、短剧集，就是市场所迫，“注水剧”在视
频平台上口碑欠佳，直接影响到点播率和
平台收益，促使平台制作和播放精品短剧，
以优良的制作品质赢得观众，进而获得更
好的广告收益和会员费用。

对于电视剧行业的管理， 还是应遵
从市场规律， 构建起专业评选与市场评
价并行体系， 让观众的口碑成为真正的
市场评价标准，摒弃流量至上的陋习，杜
绝恶劣的刷量、刷好评行为，不以长短论
英雄，从而实现优剧优价。

� � � �垃圾随意丢弃、车辆乱停乱放、流动
商贩随意出入……当前， 有的老旧小区
根本没有物业管，有的物业管得很差。一
些居民因物业“服务差”不缴费，而物业
也往往以“入不敷出”为由敷衍了事。

老旧小区设施老旧， 加之经济能力
制约， 要让老旧小区改造完全走市场化
的道路，有些勉为其难。物管费低，物管
公司不愿意进驻；物管费高，居民负担有
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变成了难解的
“结”。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以

百姓利益为重， 想方设法 “啃骨头”“解
结”。

“硬骨头”难啃，但该啃！老旧小区改
造，看上去是基础建设项目，实质上是社
会治理工程。 面对改造过程中的不同诉
求，需要在尊重群众意愿、倾听不同声音
基础上，用“一栋一策”“共建共管”等方
式，精准施策推动，满足群众需求，真正
让众多小区居民告别街老、院老、房老、
设施老、生活环境差的“四老一差”困境。

图/文 朱慧卿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8月28日，早上7时左右，农发行湖
南省分行驻坪上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王
玉圭来到村部， 在“脱贫攻坚作战图”
前，准备着一天的行程。

挂在新化县奉家镇坪上村村部
楼梯口的“脱贫攻坚作战图”，是去年
4月驻村帮扶工作队驻村1个多月后
制作出来的。全村每个贫困家庭的基
本情况， 连同因户因人施策的脱贫
“药方”，上面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坪上村地处偏远、 自然资源匮乏，
是深度贫困村。 全村共有250户966名
村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5户285人。

驻村伊始，帮扶工作队在走访中
发现， 村民脱贫致富的意愿很强，但
信心不足。“有想法、没办法。”王玉圭
说，针对村里的情况，驻村帮扶工作
队决定通过“龙头”带动，引导村民发
展产业脱贫致富。

引进龙头企业， 增强脱贫致富信

心。帮扶工作队依托村内生态资源优势，
规划发展生猪和土鸡两大生态养殖产
业，发展红皮小籽花生和薏米以及红心
猕猴桃、高山有机蔬菜等种植产业。引进
新化县2家农业产业带动能力强的龙头
企业，跟村集体合作，共同出资成立坪上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实行市场化运作，壮
大村集体经济。通过“公司+农户”模式，
引进浏阳河集团、古桃源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两家龙头企业，免费对贫困户
进行培训，教授种植和养殖技术，由公司
保底价收购村民生产的农产品。

掌握了技术，又有公司保底价收购，
贫困群众信心倍增。 贫困户奉旭朝通过
发展生猪养殖， 去年纯收入超3万元，全
家顺利脱贫摘帽。

培养致富带头人，通过“龙头”引
路， 带领贫困群众自主发展产业脱贫
致富。贫困户奉征凡因病、缺劳力致贫，
但他善于学习，掌握了养殖技术。去年，
驻村帮扶工作队引导他养鸭子， 新建
两个养殖基地； 今年， 奉征凡养鸭子

5000多只，纯收入超过10万元，成了村
里的养殖大户。 贫困户奉海平勤劳肯
干，去年，农发行湖南省分行在帮助坪
上村建设“扶贫加工车间”时，村民选举
奉海平担任负责人，奉海平不负众望，
利用“扶贫加工车间”帮助村民加工农
特产品，去年销售额达30余万元。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昔日贫困户
变成致富带头人， 其他贫困群众深受
触动。驻村帮扶工作队趁势放大“龙头”
引路作用，引导致富带头人成立土猪、
家禽、农产品加工等合作社，与贫困群
众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去年，全村65户
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 平均每户增收
2000元以上。

舞好“龙头”脱贫快。“今年，全村
有望整体脱贫出列，村民人均年纯收
入预计可超过8000元。”王玉圭说。

初秋时节，在坪上村行走，一幅
美丽乡村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远
处群山如黛，近处花果飘香；通村公
路宽敞整洁，潺潺溪水奔流不息。

让希望的田野更有希望 奋斗，与年龄职业无关

防范“注水剧”还得靠市场

教育APP需打上监督问责的“补丁”

舞好“龙头”脱贫快
———记农发行湖南省分行驻新化县

奉家镇坪上村帮扶工作队

精准扶贫在三湘

老旧小区改造：
“硬骨头”难啃，但该啃

荨荨（上接1版）
保障和改善民生要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我省全力推进“全面改善贫
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
条件”工程，截至今年5月，已累计支
出322.54亿元， 累计竣工1603.92万
平方米， 设施设备采购累计59.6亿
元。“改薄”目标基本实现，规划任务
全面完成。

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义务
教育大班额问题，我省于2018年开始
大力推进专项行动， 取得了显著成
效。截至今年9月2日，全省累计消除
义务教育大班额17122个， 大班额比
例降至 7% ， 超大班额比例降至
0.24%，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强基础、补短板、提质量、促公平。
近几年来， 我省扎实推进县域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目前已有107个县市区申
报并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市、区）评估验收，通过比例达到
87.7%，超过了国家任务要求。

今年6月起， 我省启动实施了学
校联网攻坚行动。预计在9月底，我省
所有中小学校（包括教学点）将全面
实现互联网校校通，千万山里娃将通
过“网络课堂”， 享有优质的教育资
源。下一步，湖南将同步推进农村网
络联校建设、名师网络教研联盟等重
点项目，下大力促进“互联网+教育”
应用普及，走出一条具有湖南特色的
教育信息化2.0发展路径。

民生保障不断加强，让
每一位困难群众都有依靠

“要是没有这么好的医保政策，
我女儿也不会这么快接受这么好的
治疗。”9月5日，看着陈亚祝活泼可爱
的样子，她的爸爸开心地告诉记者。

东安县的陈亚祝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房间隔、室间隔都有缺损，因为
家境贫困，没有钱做手术治疗，就一
直拖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让这
个家庭看到了希望。陈亚祝于2018年
和2019年两次在湖南省儿童医院接
受手术治疗， 总额5.4万元的费用全
额报销。“到省城住院竟然不用花钱，
要是在过去， 这真是想都不敢想的
事!” 陈亚祝的爸爸说。

2016年开始，我省全面实施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惠及全省所有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2018
年，我省再次出台文件，提高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待遇水平，年度累计补偿
金额限额提高到30万元，比原来增加

了10万元。我省还出台医保扶贫三年
行动方案，计划到2020年，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范围。

兜底线、 保基本的举措频频出
台， 旨在织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
网。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
力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截至2019年6
月底，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
4934万人、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6671.2万人、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596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799万人、生
育保险参保人数576.78万人；企业退
休人员月平均养老金增加到2499元
左右；城乡居民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03元， 比国家
标准高出15元；失业保险金平均标准
提高到1145元/月。

城乡低保逐步提升。全省城乡低
保标准达到479元/月、4292元/年，月
人均救助水平分别达到352元、212
元。

特困供养水平稳步提高，农村特
困人员生活标准提高到5496元/年。
全省民政部门每年救助各类困难群
众近800万人次，年支出各类社会救
助资金约100亿元。全省享受残疾人

“两项补贴”共计113.3万人，发放资
金7.84亿元。

民生实事落地生根，让每
一件都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以前在我们村，到处是荒山，是
百益嘉公司带领乡亲们开荒种上名
贵树，如今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的
工作，每月工资3100多元。”9月6日，
在株洲市渌口区龙船镇枫仙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文辉丙高兴地对记者说。

2014年，退伍军人文灿返乡创办

株洲百益嘉农林综合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历经5年努力，着力打造的国家
木材战略储备林基地和种子种苗基
地初见规模，2018年实现年收入
2348万多元， 创净利130多万元。最
重要的是，公司为当地镇、村安置农
民工就业98户683人， 其中包括建档
立卡贫困户67户126人。

“公司安置农民工就业，人社部
门给予了大量的支持，为我们降低用
工成本，减轻负担。”文灿告诉记者，
仅公司安置贫困户一项，每年就可享
受到岗位补贴、社保补贴等。去年，公
司被认定为就业扶贫车间，又增加了
场地补贴、物流补贴等，共约10万元。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持续15
年将新增就业工作列入民生实事项
目。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城镇就业
43.82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3.01%，
低于全国0.6个百分点。2019年7月
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规模
达1620.02万人。

民生实事， 一件件落地生根，每
一件都办到群众的心坎上。据不完全
统计，2016年至2018年，全省累计投
入各类资金约5290亿元，累计完成重
点民生实事38项52个指标，包括实现
394.43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
下降到1.49%； 新增城镇就业231.94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低于国家
控制水平；改造农村危房和城市棚户
区分别为58.59万户和108.99万户，
城镇和农村住房困难问题得到有效
缓解。

今年，省委、省政府再次庄严承
诺，办好12件重点民生实事———新增
城镇就业70万人；新增农村通自来水
人口120万； 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救
助水平；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标准……
更加美好的生活正在向我们走来。

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
� � � � 9月7日，新
晃侗族自治县芙
蓉学校， 正在进
行的音乐课通过
网络联校远程终
端， 同步传输到
扶罗镇伞寨、东
风两所村小，让
村小学生同时享
受“音乐大餐”。
芙蓉学校于今年
8月全面建成。

杨世江 摄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