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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最近，湖南日报集中报道了我省
一批艰苦奋斗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永不退休的铁路人”王源孝，36年坚
守“生命绿洲”的刘真茂，扎根侗乡行
医半个世纪的杨文钦和扎西志玛夫
妇 ，96岁仍在书堆里耕耘的沧南教
授，逆境行善的退役军人田工，“双拐
女硕士”齐文英，“山坳里的白发孩子
王 ” 何放明……这些素不相识的人
们 ，给予了我们 “虽当严冬 、犹如夏
花”的力量。

有人会问，我们如今已处在物质
如此丰盈、 生活如此多彩的社会，还
需要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艰苦奋斗
吗？当有人甚至因为工作压力太大而

诱发某种疾病时，我们还有必要对自
己所从事的工作“较真”吗？先进典型
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 这种坚守，很
有意义。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时间
是最客观的见证者 。 回望中国共产
党的光辉历程 、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
凯歌行进 ， 就是一部开天辟地的创
业史、一部从未停歇的奋斗史 。大千
世界，一个个店面、一家家企业乃至
一个个产业 ，从最初的 “无 ”到现在
的“有”与“强”，从不缺少创业者 、企
业家的搏击 。 每个人的小家庭亦如
此，从缺衣短食到衣食无忧 ，再到鲜
衣美食、精神愉悦，都是靠自己的一
双手奋斗得来。今天 ，梦想改变命运
的个体 、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负重前

行的企业 、 我们这个正在进行复兴
冲刺的民族，都仍然需要奋斗精神 、
需要艰辛劳动。

这些天来 ，社交媒体上一张黑
色外套搭在工作椅背上的照片让
无数人心生感叹 。 黑色外套的主
人 ，是新华社国际部专稿中心主任
徐勇 ，于11月20日下午突发心梗去
世 。连日来 ，同行们用各种方式深
情缅怀徐勇 ， 而舆论场上也不乏
“拼搏但别拼命 ” 的建言 。 我们要
强调的是 ，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 ，提
出 “拼 搏 但 别 拼 命 ”的 观 点 ，并 不
是说不需要奋斗 ，而是探讨在健康
和奋斗之间如何更好地做到平衡
兼顾 。

细心的人会发现 ， 让奋斗者过

得有尊严 ，在人群中有光彩 ，拥有
健康的身心 ，越来越成为社会赞誉
奋斗者的新常态 。比如 ，各种表彰
奋斗者的盛大活动接连举行 ；各个
单位丰富多彩的工会活动 ，让奋斗
者工作之余可以放松身心 、锻炼身
体 ；在大健康领域 ，如何让奋斗者
拥有高质量的睡眠 、如何适时调整
工作压力成为越来越常见的课题 。
前不久 ，华为设大奖感谢员工自今
年5月遭遇美国不公平对待以来的
努力和奋斗 ， 也为网友所津津乐
道 。

对幸福或许有不同的定义 ，但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生活的真
谛就在点滴奋斗之中，时代必不负奋
斗者。

萧秋林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
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
变的意见》，提出在农村土地第二轮
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以充分
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意见》进
一步明确了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保持
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原
则， 要求基本保持二轮承包人地关
系不变， 除了特殊情况外不得将承
包地打乱重分。

我国农村土地自1978年开始实
行包产到户，明确农民种地收益权。
首轮承 包 15年 到 期 后 ，1993年 至
1998年进行土地第二轮承包， 期限
为三十年 ，2023年至2028年将到期
并进行第三轮承包。 在第二轮承包
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
提前公布了第三轮承包期限， 明确
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延长三十年，给
广大农民吃下“定心丸”，将给乡村
振兴注入强大活力。

乡村振兴最关键的两个因素是
人才与产业， 而人才和产业必须要
有稳定的土地政策作保证。《意见》

明确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三十年， 将给农村人才集聚带
来有效的支撑。 一些原本通过进城
务工解决就业的农民工， 现在可能
更多地选择留在农村， 享受乡村振
兴的红利。 一些从农村走出去的大
学毕业生， 可能选择从城市回到农
村。 那些具有一定能力的城市居民
和专业人才也可能来到农村， 充分
运用土地承包政策带来的创新创业
机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意见》
明确要求基本保持二轮承包人地关
系不变，让承包、租用农村土地投资
兴业者有了更大的信心和更乐观的
预期。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可以更
积极地进行复耕还肥； 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投资者， 不用担心土地承
包权出现变化而影响投资、收益；地
方政府也能依据产业发展需要，制
定更加科学的产业布局规划， 利用
产业振兴实现乡村振兴。

总之，这一长期“大礼包”，为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着制度保
障， 必将进一步推动农业更强农村
更美。

徐建辉

“4.4元的话 ，‘4’太多 ，中国人
觉得难听，再降4分钱，4.36元，行不
行？”近日，一段医保局专家与药企
代表谈判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热
议，被媒体称作“灵魂砍价”。当天，
2019年国家医保谈判准入药品名单
公布，97个药品谈判成功，全部纳入
目录乙类药品范围。 有药企直言不
讳：已经给出全球最低价！

此次药品谈判中， 医保局专家
分毫必争、锱铢必较，一分钱一分钱
往下谈，让部分“贵族药”开出了“平
民价”。“灵魂砍价”背后凸显的正是
民生关怀。

可千万别小看这砍下来的几分
钱。中国十几亿人口，同一种疾病的患

者数量相比已是非常庞大。 在这种情
况下，一瓶药便宜个几毛几分钱，全国
医保支付一年算下来节约的开支，以
及给患者累计减轻的负担， 那就非常
可观了。 一分钱， 对全国所有患者来
说，可能就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这
样的“灵魂砍价”，无疑砍到了老百姓
的心坎里，也砍出了感动和希望。

当然，点赞之外，也有更高的期
待。 虽然竞价谈判是降低医保药品
采购成本的有效方式， 可是怎样保
证每场谈判都能达到砍价深入 “灵
魂”这一效果呢？显而易见，不能只
指望谈判专家的责任心、 使命感和
过人的砍价能力技巧。 未来如何设
计一整套制度来进行保障， 建立覆
盖各环节的阳光采购体系， 或是我
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冯海宁

近日，国务院发布了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
条例》，于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
例 》按照 “最严格监管 ”要求 ，在食
品安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
完善了相关制度规定 。其中 ，严格
“处罚到人”成为亮点之一。

新修订的 《食品安全法 》已经
被誉为“史上最严”。而上述《条例》
又进行了多处完善 ： 严控源头风
险 ；严查掺杂掺假 ；严格 “处罚到
人”； 严惩失信失德； 严打恶意违
法。这五个“严”是对《食品安全法》
的进一步升华。这正应了舆论常说
的一句话———“没有最严， 只有更
严”。

其中的严格 “处罚到人 ”尤其
值得解读 。根据 《条例 》第七十五
条，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后果严
重的行为 ， 除了对企业进行处罚
外 ，还要对企业法定代表人 、主要
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最高可

处其上年度从企业所获收入的10
倍 。显而易见 ，这条规定明确释放
出四种信息：

其一 ，明确了 “处罚到人 ”的
行为范围 ；其二 ，明确了 “处罚到
人 ”与处罚企业并行 。其三 ，明确
了 “处罚到人 ”的具体对象 ；其四 ，
明确了最高罚款标准 。 这不仅便
于各级执法部门严格执行 ， 也对
涉及食品安全的相关人员发出了
严厉警示 。

这无疑击中了要害。此前制度
不够完善 ，一旦 “出事 ”企业可以
“替罪 ”，个人可以逃避罚款 。如今
精准处罚，将让违法责任人付出更
大的代价。 不仅如此，“处罚到人”
是一种补充性的处罚措施。除此之
外，如果责任人的行为触犯《刑法》
相关条款，则难逃刑事惩罚。而且，
违法责任人还可能面临行业禁入、
失信惩戒等方面惩罚。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重
建“餐桌上的信任”，我们就能持续
改善食品安全形势 ，筑牢 “舌尖上
的安全线”。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公
开开庭宣判一起高空抛物危害公共
安全案件。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蒋
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据检察机关指
控：2019年8月1日17时许， 被告人蒋
某因家庭矛盾， 通过开锁人员撬开
其父母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14
楼的房门， 持棒球棍对家中物品进
行打砸 ，又将手机 、平板电脑 、水果

刀等物扔出窗外， 散落于小区公共
道路及楼下停放的三辆轿车上 ，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于高空抛物， 人们此前可以
说是群情激奋， 却常常因于法无据
深感无奈。 上海高空抛物者入刑首
案具有风向标意义， 这让人们更加
深信 ，法治才是人们 “头顶安全 ”最
有力的防护。

文/徐建辉 图/朱慧卿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赋能乡村振兴

“灵魂砍价”当点赞，
制度保障更让人向往

生活的真谛在点滴奋斗中
———弘扬“艰苦奋斗精神 勤俭节约传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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