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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在被加拿大拘押一周年之际， 孟晚舟通过
华为“心声社区”发表了她的一封公开信。信中，
她把从前的时光形容为 “从一个目的地奔向另
一个目的地，从一场会赶往另一场会”的忙碌，
而如今，是每天“多读一本书，多上一堂课”的静
心。她在信中描述自己现在经历的是一段“在坎
坷中品味生命芳香”的生命旅程。

作为名企高层、精英女性，孟晚舟从不以名
牌傍身、 高调跋扈的形象示人， 在大众的印象
里，她质朴、知性、能力突出，给人以奋斗自强的
力量。这让人不由得联想起“简约而不简单”的
生活美学。

现如今我们的“家底”厚了 ，生活越来越富
了，但这绝不是挥霍浪费、躺在成绩单上贪图享

受的借口。相反，生活朴素、极简，但对工作质量
的追求、对能力的提升、对情趣的选择却有更高
要求，应越来越多地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理念。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
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
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

精打细算、勤俭克己、好钢用在刀刃上 ，这
正是湖南日报推出“艰苦奋斗好作风”专栏报道
的初衷。杨文钦和扎西志玛夫妇安于生活简陋，
却把绝大部分精力用在医学钻研、治病救人上；
沧南教授甘于淡泊清贫， 却把无穷的热情投入
到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扶轮而行的田工、拄拐求
学的齐文英摆脱自我设限， 立鸿鹄志、 长真智
识、有恒一心，探索出了和健全人一样宽广的世
界。过“简约而不简单”的生活，正是他们思想成
熟、内心丰盈、灵魂升华的成长过程。

反观生活，寅吃卯粮式超前消费并不鲜见，
全无节俭的铺张浪费让人瞠目结舌 。 比如 ，有
的地方 “没钱也任性 ”，盲目举债修大马路 、大
广场 ，搞 “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 ”，甚至弄虚作
假花钱“刷白墙”，“花百姓的钱、露自己的脸 ”；
有人利用权力地位挥霍公财 ，生活奢靡 、自我
放纵 ；有人在网络上频频豪放 “剁手 ”，沉迷于
“形象消费 ”“社交娱乐 ”。事实上 ，还处于负重
发展阶段且资源匮乏的中国 ，珍惜资源 、崇尚
节俭，更应当成为全体公民的基本理念与自觉
行为。

还记得袁隆平院士的 “禾下乘凉梦 ”吗 ？在
实现人生出彩的舞台上敢想敢拼敢干， 同时又
远离低俗、拥有一份诗意的从容和淡然，正是高
素养的标识， 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之燃灯
续火、砥砺前行的目标。

丁慎毅

有权威数据显示： 最近一个月来，
全国各地猪肉价格下降，不少地方猪肉
价格降幅接近两成，有的地方已重新回
落到每公斤40元以下。受此影响，鸡蛋
价格也跟着往下走。

虽然还不能轻易断定生猪生产行
业就此进入新一轮下行通道，但老百姓
看到的实惠是实实在在的，也说明这一
轮调控措施富有智慧理性。

前段时间的价格大幅上涨，确实给
居民的菜篮子带来了一定影响，也影响
着CPI指数上涨。如果强行摁住猪肉价
格，政府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毕竟没到
“一猪难求”的地步。但如果这样，一定
会打击养殖户补栏和大资本参与养猪
的积极性， 不利于生猪生产的早日恢
复，也与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
“无形之手”关系的原则相悖。

自去年国内猪肉价格受非洲猪瘟
影响以来，中央陆续出台许多政策对猪
肉市场进行调控，包括：加大非洲猪瘟

强制扑杀补助、完善种猪场、规模猪场
临时贷款贴息、加大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力度、提高生猪保险保额、支持实施生
猪良种补贴和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力度
六大措施。今年4月份以来，全国已经有
29个省份启动了价补联动机制，共计发
放价格临时补贴超过20亿元，补贴困难
群众8000余万人次；9月中下旬，发改委
组织实施了3次共计3万吨中央储备冻
猪肉投放；10月份， 先行下达中央预算
内投资3亿元， 对符合条件的生猪规模
化养殖场和种猪场给予补助。 另外，海
关总署信息也显示，我国猪肉准许进口
国名单持续增加。于是，在经历一段总
体上还算“平和”“理性”的日子后，市场
迎来了猪肉价格回落。

虽然有专家预计，后期在元旦和春
节来临之前， 消费还有一个季节性回
升，猪价可能还有一定上升空间。但似
乎不会影响老百姓的消费心态， 毕竟，
老百姓对国家的调控有信心，对市场的
繁荣有感受。这样的心态，也是社会发
展进步、国民心态成熟的体现。

杨朝清

近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2019
年十大流行语，分别是：文明互鉴、区块
链、 硬核、 融梗、“××千万条，××第一
条”、柠檬精、996、我太难/南了 、“我不
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霸凌主义。

“十大流行语”不仅是观照现实的
一面镜子， 也是捕捉社会变迁的一扇
窗户。

比如，文明互鉴。近年来，习近平主
席在一系列重大场合阐述“文明交流互
鉴”主张，其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
大。比如，今年5月，习主席在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再次强调，“文明因
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
发展”，引起全球共鸣。“文明互鉴”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这一词
语已成为全球“热词”，在国际、国内媒
体上广为传播。

今年，区块链也很火。在理想的图
景里， 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信用经济，
然而层出不穷的失信行为，让市场经济
乱象丛生。因此，人们对区块链技术抱

以厚重的期待。这种期待，说到底是期
望通过这一信息技术，来简化人与人之
间的合作关系；通过区块链技术来驱动
人们认同契约、遵循规则，从而让人与
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变得透明化。

“硬核”一词则提供了一个发现个
体力量的契机。面对遭遇恶意投诉下跪
的快递员，民警“不必摒弃尊严乞求原
谅”的“硬核证明”充满了正义；在腰部
悬挂LED小牌显示“勿需让座”，体现了
“硬核老人”大度体谅年轻人的风范；30
平方米宿舍培养出两个名校博士，而这
两个超级学霸，假期内还在工地上帮母
亲打工，“硬核家庭”彰显了寒门贵子脚
踏实地、自强不息的格调。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话语
不长，却有3个“我”，显示了鲜明的自我
中心主义。这句话的流行，反映了人们
对霸道、蛮横人格的嘲笑和反感。

身处日新月异的社会，每一天的生
活都是新鲜的，这都会在人们的语言生
活中反映出来。而评选流行语的意义就
在于，通过流行语来观察社会，也让人
们更好地进行反思和调适。

杨维立

过去一周， 几位因心源性猝死而离世的逝
者备受关注。 这其中， 既有值得尊敬的媒体同
行 ，也有为大众所熟知的演艺界明星 ，还有战
斗在扶贫一线的干部 。心脏骤停的 “不可承受
之重”，生命倏忽而逝的痛楚，让很多人唏嘘不
已。外表看上去健康，却出乎意料地发病；前几
分钟还一切正常 ，却毫无征兆地倒地———猝死
的不可预知和突发性，更是让人难以从情感上
接受。

来自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数据还显示 ，我
国平均每分钟就有1人死于心源性猝死。与此同

时，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突出，意外伤害、脑
卒中、心脏骤停等疾病的发生也越来越年轻化。
急救专家表示， 普及急救知识不能再以错失生
命为代价了，应尽快提上日程。

说起急救， 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医院抢
救，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援。这很有必要，不过有
些时候，利用急救“黄金三分钟”施救，更有可能
挽救患者的生命。比如针对心脏骤停者，AED自
动体外除颤器是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 利用
AED设备及时除颤是迄今公认制止心脏猝死的
最有效方法。 在患者发生心脏骤停的3分钟内，
迅速给患者实施电击除颤， 仅仅一次电击除颤
成功率就高达94%。

问题在于， 我们身边的AED设备还远远不
够。同时即使在重点公共场所配备了AED设备，
一旦发现心脏骤停者， 倘若施救人不懂得除颤
仪的使用方法， 没有学会心肺复苏等相关急救
技能，也只能是望洋兴叹。

值得一提的是， 在 《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年）》中，“急救”出现在多项行动计划之中：
在“实施健康知识普及行动”中，提出面向家庭
和个人普及紧急救援等维护健康的知识与技
能；在“实施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中，提出引
导居民学习掌握心肺复苏等自救互救知识技
能。与此同时，许多城市已将AED的普及列入工
作目标，“AED救人” 的新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人们的视野之中。

生命的代价太过沉重。让急救成为常识，让
“神器”成为必备，势在必行。

肉价开始回落 体现调控智慧

在“十大流行语”中
感悟2019年

过“简约而不简单”的生活
———弘扬“艰苦奋斗精神 勤俭节约传统”之二

普及急救知识，得赶紧行动

脱贫“角色错位”埋风险
《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基层调研发现，有的地区驻村扶

贫干部和村干部之间的关系走偏， 驻村干部干得很辛苦，
成效也很突出，但村干部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在村庄事务
中有边缘化的趋势。这一脱贫攻坚主角错位的现象，可能
给未来稳定脱贫埋下风险。

驻村干部是贫困村促脱贫的中坚力量，村干部是村里
的“领头羊”，是乡村振兴的长远保障之一。对贫困村来说，
两者缺一不可。如何让驻村干部与土生土长的村干部拧成
一股绳，形成为民办事的合力，给扶贫机制创新又出了一
道新课题。 文/图 朱慧卿

新闻漫画

湖南日报记者 唐璐 通讯员 龙建学

三一智联重卡项目51天签约、73天开工
建设，被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称赞“在三一
历史上绝无仅有”。

智能终端产业园比亚迪电子项目签约后
仅70天，华为手机下线，创造了望城项目建设
新速度。

落户长沙经济开发区的广汽三菱发动机工
厂，历时18个月紧张建设正式竣工投产……

一个又一个“长沙速度”，诠释着全市上
下“精准、舍得、执着”的招商作风，推动一批
招商引资项目呈现出稳中向好态势。据统计，
2019年1至10月，全市实际利用外资54.5亿美
元，同比增长11.08%,其中外商直接投资6.63
亿美元，同比增长76.8%；实际到位省外境内

资金1012.03亿元，同比增长17.57%。

引项目，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来，长沙市招商引资工作亮点频现，

通过精准招商，招来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推动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1至10月，长沙市引进重大招商引资项目
（投资额2亿元或3000万美元以上）131个，总
投资额2008.5亿元。其中，引进500强项目36
个，总投资额672.8亿元，包括日本7-ELEVE、
英国BP石油、广汽集团、格力电器、比亚迪等，
涵盖机械制造、零售、信息技术、金融等行业。
截至目前， 已有164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长
沙。

长沙招商引资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招
来的“500强”项目中以工业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项目为主。2018年至今，引进工业制造业
31个， 现代服务业项目38个， 占比分别为
41.3%和50.7%。2019年工业制造业项目在当
年全部项目中的占比相较2018年提高11个百
分点。

强招商，勇做对外开放排头兵
长沙市围绕做大做强做优22条产业链，

找准上下游产业链关键环节、 薄弱环节和缺
失环节，特别是以外资制造业企业为着力点，
筛选出产业链对接外资企业指导名单， 畅通
渠道，精准对接。1至10月，全市22条产业链共
引进计划投资额过亿元的项目163个，计划投
资总额1910.8亿元。

1至10月，全市组织参加招商活动、举办
重大项目签约开工仪式超过70场。2019年湖

南与央企对接合作大会， 长沙签约梅溪湖健
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园等19个项目， 总投资额
283亿元。

该市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值得关注的是，
凭借打造国家智能制造中心、 国家跨境电商
综试区、市场贸易采购试点等发展机遇，长沙
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亮点。2019湖南-粤港澳
大湾区投资贸易洽谈周，该市举办“市场采购
贸易招商活动”“跨境电商合作对接会” 等专
题招商活动，签约项目38个，总投资额273.56
亿元。

优环境，打造产业项目“强磁场”
近年来，长沙积极出台招商引资《2019年

长沙市引进500强企业（项目）实施方案》《长
沙市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关

于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意见》 等系
列政策，长沙市商务局推出《长沙市进一步扩
大利用外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试行）》，持续拓宽利用外资领域，增强招引
外资实效，强化外商投资要素保证，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打造产业项目“强磁场”。

“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优化
了投资环境， 对长沙外资工作促进作用明
显。”长沙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我们的发动机项目，自2017年3月29日
开工以来到正式投产，只用了19个月时间，较
国内同类项目缩短近一半工期， 显示了长沙
各级政府部门服务实体经济的高效能。”广汽
三菱主要负责人表示。

11月19日，首台“长沙产”大型中央空调
机组下线。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格力
先后将再制造基地、 区域销售中心、 家用空
调、中央空调等项目布局长沙，感受到了长沙
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格力将与长沙携手共
同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招商引资跑出“长沙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