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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晨莹

丰收时节，“农”情湘约。第二十
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圆
满落幕，但结束的一刻，恰是回味的
开始。

回首风雨说新晴。 本届农博会
特设新中国成立70年湖南农业农村
发展成就馆， 纵览湖南农业在不断
探索和创新中砥砺前行的壮阔历
程， 愈发可以感受扑面而来的可喜
变化。

新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有效
供给。谈到农业，永远少不了稻米这
个“主角”：农博会上，这边五常大米
亮起了嗓门， 那边盘锦大米开始赚
吆喝。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32家环
洞庭湖地区优质稻米生产、加工、经
营的省级龙头企业， 在本届农博会

上共同推广 “洞庭香米 ”公共品牌 ，
宣告产品统一标准、 产品质量和产
品溯源管理体系即将建立。 这意味
着，不仅追求连续增产，而且力求巩
固和提升产能，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湖南
贡献”。

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扎实推进。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本
届农博会的盛况，“抢”字最为恰当，
它从侧面反映特色、优质、绿色产品
的市场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值得一
提的是，市民争相询问、采购的许多
小包装的速食食品、 小圆饼的随身
茶包，都是源于企业精准对接市场，
从消费者更加便捷、 更易携带的需
求而发轫的。立足于全省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 优化农业区
域结构、产业结构和品种结构，扩大

中高端供给，满足多元化、个性化消
费的需要，优质农产品就会“才下枝
头、就上心头”。

新在农业技术装备水平的崭新
亮相。本届农博会首次设立农业装备
馆， 展示现代化农业机械设备及配
件，以及信息化、智能化前沿农业科
技。农业的发展 ，早已不是 “傻大黑
粗”的旧模样，智慧农业和农机装备
等关键性技术研发攻关，是未来支撑
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新在农民增收能力的大力提
高。 省委书记杜家毫参观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展区时， 乡亲们热情
相邀， 请书记品尝黄金茶， 茶杯里
“盛满”着色香味俱全的脱贫致富故
事。农博会上，遍布着茶叶精深加工
企业，车用茶枕 、茶籽油 、茶酒等茶
叶精深加工产品备受欢迎。 可以窥

见的是 ，延长农业产业链 、价值链 ，
农民增收不单只有种植养殖收入 ，
背靠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才是真正的“深蓝大海”。

新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稳
步提升。全省已有300多种农产品进
入“身份证 ”信息管理平台 ，能够提
供全程监管质量安全的 “选项”。质
量安全是场硬仗 ，坚持 “产出来 ”和
“管起来”两手抓、两手硬，推进监管
体系和追溯体系建设， 对农产品质
量安全问题的担忧就可迎刃而解。

透过人声鼎沸的农博会， 我们
可以看到农业的生产方式、 组织方
式、管理方式发生的质变，看到希望
的田野长出不竭的生命力。 而这种
生命力， 能够真正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
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周泽中

“37号警出警 。”入夜的长沙解放
西路，街道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街
道里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凝神聚力，时
刻待命。最近，在哔哩哔哩平台（简称
“B站”）播出的以长沙市坡子街派出所
为观察点的全国首档警务纪实观察类
真人秀———《星城卫士·守护解放西》，
迅速登顶B站纪录片频道榜首。

夜宵摊上猛火爆炒， 食客们光着
膀子拼酒吃喝；KTV里热情似火的长
沙满哥“来噻，干了咯”的塑普不绝于
耳； 酒吧里摇头晃脑的热舞青年正在
倾泻一天的烦恼……如果要评选长沙
“夜经济”的代表，很多人会毫不犹豫
地说出“解放西”。这里汇聚着7家大型
购物中心、2500家大小商铺、30家酒吧
俱乐部 。它是 “老长沙 ”眼中的 “市中
心”，更是外地游客畅游长沙时首选的
“打卡地”。

然而，如今的解放西，不只是酒精
与娱乐的结合体，在关于“夜经济”的
供给侧改革上同样有着无限想象空
间。以“文化为魂、旅游为体”的产业转
型升级之路正在铺开，“夜经济” 向商

业中心区、 人员密集区和历史文化街
区等区域集中已不可逆转， 而这一新
业态崛起的背后， 民警的坚守显得尤
为重要，只有让市民感到安全、舒适，
“夜经济”才会有面朝大海的未来。

派出所作为联通警民的第一线 、
服务窗，工作开展的是否顺利、警民关
系是否融洽， 直接影响到公安机关在
广大群众心中的形象。 在 《守护解放
西》的镜头中，用讲故事代替了生硬的
法条说教，打破了警务工作固定语态，
刻画出既能谈家长里短、 又能手缚醉
酒莽汉的新时代人民警察形象。

法治社会离不开人民群众自我意
识的觉醒。特别是年轻群体，他们对警
务工作有着很高的兴趣和期待， 渴望
认识到社会的真实底色，而《守护解放
西》因势利导，聚焦长沙最繁华商圈，
以轻松又不失温情的笔触在谈笑声中
传递法、理、情。

每当夜幕降临，“解放西”这条源自
明代的街道，总会簇拥着一批乐活无限
的年轻人， 他们在这里挥洒着青春，寻
找夜的魅力。对于如何管理好此类既古
老又年轻的街道，坡子街派出所无疑提
供了一条法理兼容的好思路。

谢鹏

目前，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活动正在全省各高校深
入开展。全面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
差距、抓落实” 的总要求，关键是落细
落小落实。

从“细处”着力，弘扬“正气”。高校
主题教育如何体现中央精神、 落实省
委安排 ？从 “细处 ”着力 ，无疑抓住了
“牛鼻子”。 有的高校奔赴任弼时故居
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对标先辈，明初
心、悟初心，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有
的高校追寻红军长征的历史足迹，重
温“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汲取今天
担使命、履职责的精神营养，进一步增
强了责任担当意识。从“细处”着力，让
初心使命如同种子， 种在每个党员干
部的心里， 转为党员干部日常学习工
作生活的精气神和自觉行动。

从“小处”用力，贴近“地气”。高校
党委、 基层党组织检视出来的问题各
有不同，开出的“药方”自然不尽相同。
有的高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南泥湾精神， 发动全体党员干部到
新建的学生宿舍参加义务劳动， 奏响
了一曲师生同劳动、 创造好生活的大
合唱； 有的高校进驻脱贫攻坚驻村帮
扶点，实地开展脱贫攻坚调研走访，扎
实开展教育扶贫。因此，主题教育要立
足于 “小处 ”，针对不同层级 、具体问
题，注重分类指导、对症下药，让问题
整改更有针对性、更有效果。

从“实处”发力，凝聚“人气”。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主题教育本身要注重实际
效果，解决实质问题。”有的高校针对今
年以来猪肉价格上涨过快过高、影响学
生生活的现实问题，采取多家供应商竞
争、启动价格平抑基金等措施，确保食堂
肉价菜价不上涨，切实保障了学生的利
益；有的高校针对每年毕业季大学生就
业难的问题，主动加强市场调研，提早对
接企业， 联合企业举办订单班、 学徒制
班，创造就业岗位，深受学生欢迎。高校
党委担使命、抓落实，就是要从“实处”发
力， 着力解决师生身边的操心事、 烦心
事，以主题教育实效增强师生的获得感，
凝聚起团结向上的超高“人气”。

最近， 某医院工作人员在网
络上发布一位歌手输液后的注水
包和针头，竟有人转载“拍卖”，甚
至有粉丝晒出病床图片，大呼“明
星同款病床 ”。不得不说 ，如此追
星毫无底线，病得不轻。

医院是救死扶伤之地， 明星
到医院治病 ，只有 “病人 ”一个角
色。网络公开叫卖注水包和针头，

违背了医疗行业准则， 是职业操
守出了问题。揆诸现实，不乏有粉
丝追星追到忘乎所以、不虑后果。

凡事皆有度， 过犹而不及。追
星必须在适度、 理性、 法治的范
畴。如果以追星为借口，行扭曲价
值观和触碰法律红线之实， 那就
是“病”，得治！

文/段官敬 图/闵汝明

回首风雨说新晴 守护星城夜经济

推动高校主题教育须落细落小落实黄琳斌 木须虫

近年来， 农村网络消费增势强
劲。然而，部分乡村的配送体系却跟
不上村民消费和发展的需求。 尤其
是快递已经包邮， 收件人去取件时
却要被另收若干元的 “取件费”的
“二次收费”引起了公众关注，乡村
快递“最后一公里”仍在施工中。

乡村快递堵点在 “最后一公
里”， 根本上说是一道经济命题。不
只是快递， 包括所有的物资流通与
要素供应，在同等条件下，乡村的成
本较之城镇要高很多， 主要在于乡
村地广人稀，运输成本高，而且服务
集约程度很低。

消除乡村快递堵点需要多方努
力。因为，与低价普惠、属公共产品
的邮政普遍服务不同， 快递的服务
价格主要取决于市场。 送往偏远地
区的快递成本高于送往城区的快
递， 这个成本如果只叫快递企业承
担，显然是不公平的，也难以为继。
须知， 农村快递业的发展离不开快
递末端网点的可持续发展， 网点有
钱赚， 才有可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好

的服务。
所以， 可以把不合法的末端服

务收费变成合法的前端服务收费。
各快递公司应当向消费者明确自己
的投递深度、 投递方式以及价格标
准。比如，一个快件分别投到县城、
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乡镇所属的偏远
自然村， 快递公司均应分别制定合
理的价格，明码标价，一次性向自主
选择不同服务的消费者收取不同费
用。 只有共同合理分担偏远地区的
投递成本，违规“二次收费”的问题
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此外， 更重要的一点是有赖于
政策层面对乡村快递的扶持和强化
对整体行业城乡服务的调控， 打造
更多有效的利益调节杠杆。比如说，
有必要发挥 “国字号”“普遍邮政服
务”的基础作用，将已有的乡镇邮路
向农村拓展延伸， 配套农村电商配
送站点，以市场合作的方式，向快递
企业提供末端配送服务， 弥补乡村
快递市场弱质的缺陷。同时，有必要
建立乡村快递设施与服务配套建设
投入的调剂功能， 提高末端服务的
赢利空间。

消除乡村快递堵点
需要多方努力

新闻漫画

如此追星，病得不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