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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9月15日， 全省创新创业大会吹响了
全民创业的“集结号”，新一轮大众创业浪
潮蓄势待发；而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后演
绎出来的财富神话，更直接拨动着怀揣创
业梦想者的激情。

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 面对
新一轮大众创业浪潮，湖南拥不拥有足以
让企业家推进“二次创业”的环境？有不有
能汇聚天下英才的“福地”、“高地”？ 能不
能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有专长的人放
下包袱领衔创业、自主创业？ 有不有足够
的平台成为让外出务工人员从 “打工仔”

蝶变成“企业家”的孵化器？
全面深化改革已成澎湃之势。 如今，

湖南正进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加速
发展的时期，面临着承接产业转移的重大
机遇，“一带一部”的战略定位，更凸显着
愈发明显的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新一
轮政府简政放权大幅度降低了创业者的
门槛，作风建设的成果直接带动着发展软
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这些都在外围为全民
创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便利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省委省政府旗帜鲜明地
倡导创新创业的主流价值导向。省委书记
徐守盛强调， 要多方培育创新创业主体，
形成 “精英创业”、“大众创业”、“草根创

业”千帆竞发的时代大势，要不断拓展创
新创业领域，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让创业
者“创得了、活得下、做得大”。 这些理念，
昭示着湖南将迎来创新创业的最好时刻。

时势造英雄。 伟大的时代正为各方创
业者提供着含金量极高的机遇。 今年以来，
我省全面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全
省新登记企业户数便呈现出井喷之势，充
分显示出发挥市场在创新创业中的决定性
作用，全民创新创业的态势正在形成。

从把湖南当作生产基地的 “切糕王
子”阿迪力，到将土鸡蛋销售搬上网络的
宁乡小伙子刘沩，再到跌倒再来、仅几年
时间再度在婴儿用品市场引领风骚的刘

祥富……这些我们身边的创业故事和他
们通往成功的经验，是每个有志创业者可
学、可鉴、可仿的榜样。

“合力”是最强的力。让广大创新创业
者创得了、活得下、做得大，不仅需要有志
创业的各方贤达激发创新创业的活力动
力，更需要政府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完善
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破除一切限制、阻碍
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藩篱堡垒，让更多
中小微企业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生”得出、
“长”得大。

对于湖南人来说，创业并不一定去远
方，脚下这块土地本身就是一片创新创业
的热土、沃土。

替亡儿还债彰显诚信高度
冯海燕

中国有句古话，“父债子还”。在重庆铜梁区，却有一
对夫妇强忍丧子之痛，掏边沟、洗衣服、卖馒头，一分一
厘攒钱，替子还债。（9月21日《重庆晚报》）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烈士梁三喜留给妻子遗书
中一句“人死账不能死”的话，曾让数代人为之潸然泪
下。回到现实，铜梁区这对普通的老夫妇，替子还债的故
事，同样给社会上演了一堂感人至深的诚信课。

白发人送黑发人，已是人间至痛。 何况儿子走后留
给年迈双亲的， 是两个年幼的孙子和60余万元的巨债。
原本，如果老人打出“人性牌”，想必也可能会博得债主
的同情与谅解。 债主就算是上诉到法院，司法机关面对
这样的家庭重担，也未必会采取强横逼债措施，法律同
样会保障老人与孩子的权益。 但是，这对老人硬是东拼
西凑，倾其所有，为儿还债。 “儿子欠的一分一厘，我们都
会想办法还上”， 言语之间体现出来的那种沧桑与坚定
令人动容。

时下，老板“跑路”的新闻出现 ，尽管每个 “新闻主
角”都会有自己难言的苦衷，但相比重庆这对替亡儿还
债的老人，其人性之中的“小”是否暴露无遗？

替亡儿还债彰显诚信高度，是社会弥足珍贵的诚信
课，感动之余，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反思与效仿。 同样，
相关部门对于这对诚信老人以及两个孩子的生活，也应
该予以关注和照顾。 毕竟，让每一则感人至深的诚信故
事拥有美好的结
局，让每一个以诚
信作为安身立命
的人有善的回报，
本身就是对诚信
的守护。

魏青

昨天是 “世界无车日”，
长沙市在主城区部分区域内
实行车辆限行。

在特定的一天时间倡导
不开车， 并在城市特定区域
内强制式禁行， 这样的努力
对路畅天蓝到底能有多大作
用？ 尽管不同的群体会有不
同的回答， 但在车辆越来越
多， 路越来越难行和雾霾天
气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无车
日”绝不是少开一天的问题，
而是通过这种形式提醒公众
的环保理念。

“无车日 ”不开车 ，是有
车族的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
理性的汽车文明素养。

路畅天蓝，固然需要政府
加大治理力度，但是更需要每
个人的积极环保行动，埋怨不
能泛滥，行动才能改善。 作为
单个个体，我们决定不了路畅
和天蓝，但是更多人参与后形
成的合力，可以决定全社会环
保理念的高度。

倡导绿色出行， 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参与。“无车日”的
真正意义，是增进政府和民间
两个层面的环境共识，推动低
碳生活的方式真正做到入心
入脑，继而达到环境保护更加
富有成效。

今年，全省各主要城市空
气质量指标有所提升，但这种
可喜局面的背后，很大程度是
“天帮忙” 的结果———较多的
雨天，在替我们搞“大扫除”，
这并不意味空气质量的根本
性改善。 毕竟，去年冬季长时
间持续的雾霾天，已给了我们
每个人足够的警醒。

再好的内容也必须借助
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好的形
式总是特别有利于深化和推
动内容的有效延展。“无车日”
活动，其效果也许还不那么尽
如人意，但是，通过这样的活
动，总会或多或少地发生提升
人们对环保的认识，为公众提
供一种思考的契机。

“无车日”只是一种形式，
一种载体。这样的形式坚持得
久了，“无车日”所倡导的理念
就有可能走进现实。

前不久， 霍先生的
妻子将一件玉镯送到中
国检验认证集团北京有
限公司进行鉴定。 鉴定
之前，霍先生缴了2万元
的鉴定费用。 鉴定的结
果是， 玉镯的价值在1.5
万到2万元之间。 司法鉴
定的费用甚至高于镯子
自身的价值， 这让霍先
生想不明白。 他不知道
这样的收费是否合理 ，
相关的法律法规又是否
允许。（9月21日《北京青
年报》）

鉴定价值 2万的玉
镯，居然耗资2万。 如此
天价的鉴定费， 为何敢
如 此 堂 而 皇 之 大 行 其
道？

我 国 现 行 法 律 规
定，法医、物证和声像资
料三大类以外的司法鉴
定均是鉴定单位自行定
价。 也就是说，玉石鉴定
费收多少、以什么标准收取，全凭鉴定机构的一
家之言。 另一方面是因为垄断经营，尽管我国司
法鉴定实行准入制，但实际上由于限制，只有几
家鉴定机构在“坐庄”，形成事实上的垄断。 一边

是鉴定机构的商业化，一边又是事实上的垄断经
营，想不出天价鉴定都难！

如此“天价”鉴定，本身亟待鉴定。
图/李宏宇 文/薛家明

■一句话评论

从9月22日起，长沙市政府实行《关于深入推进计划
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关怀工作的实施意见》： 对残疾
独生子女高中阶段实行免费教育； 女方年满49岁以上
（含49岁）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夫妻的特别扶助
标准统一提高到每人每月400元。

———一项善政，必然充满人性的温暖。
国庆将至，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的花卉布置工

作正紧张进行。 据了解，今年国庆花卉布置中首次使用
了3D打印技术，花坛造型更加丰富逼真。

———让科技走近生活，是技术创新的本意。
由长沙市文明办等单位主办的“爱的老花镜”志愿

者进社区关爱行动日前正式启动。活动期间，500多名长
沙老人获赠爱心老花镜。 活动承办方表示，本次活动秉
承着中国人“爱老”、“敬老”的优良传统，为老年人送去
重阳节的礼物。

———节日只是符号，关爱老人不能只在“重阳节”。
点评：任芳

让湖南成为创业的热土

“无车日”，
是一种环保提醒 “天价”鉴定更需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