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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去年底， 辰溪县委书记杨一中当选怀化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然而， 当他准备告别辰溪
时，却被市有关领导告知“不脱贫，不走人”。 当
时，辰溪县仍有贫困人口49661人，未脱贫摘帽
贫困村104个。

进退留转之际，最能检验党员“成色”。杨一
中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表示坚决服从组织
安排，并向上级党组织立下“军令状”：到2018年
实现全县整体脱贫和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
标。

这个“不脱贫，不走人”的典型案例，佐证了
我省脱贫奔小康的坚定决心。 9月19日，全省贫
困县党政正职谈心谈话会上， 省委书记杜家毫
一番语重心长的勉励让那些还没有实现全部

脱贫县市的党政主官们， 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
责任：“当前我省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
是贫困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县委书记、县长
要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争当新时期的 ‘焦裕
禄’，坚决把贫困的‘山头’攻下来。 ”

攻坚克难，最忌半途而废，而引领一地发展
的思路措施，也最忌频频阵前易帅。但不可否认
的是，在当前，许多地方确实存在换人就换思路
的情况，有的时候还很严重。 认清这一问题，想
法加以修补，才有利于事业发展进步。 保持“贫
困县不换主官”显然是一个有效办法。

脱贫攻坚，带头人很重要。 常言道，产业不
精，脱贫不灵。 要把某一产业做大做强，需要带
头人绵绵用力，心不定不行，路走偏不行。“一把
手”稳定了，在某一个领域扎下根、俯下身，围绕
本地的特色资源， 研发核心技术， 生产优质产

品，同时吃透市场行情，做好拓展服务，才能将
产业做出规模、做成支柱，脱贫工作才有可能获
得强大动力。

当然，“不脱贫，不走人”或多或少会影响到
干部的升迁。 如何让这些“留下来”的主官们在
其位、履其职，安其心、竭其力，既需要他们自身
正确对待“留”的问题，把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作
为自己的“第一责任”，同样也需要全社会为他
们在脱贫攻坚一线再创佳绩创造良好条件，就
如省委书记杜家毫要求的那样， 对贫困县党政
正职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政治上多关心、工
作上多支持、思想上多沟通。

让敢担当的干部没有后顾之忧，而有“坚决
把贫困‘山头’攻下来”的决心、“一张蓝图绘到
底”的远见、干事创业的务实行动，我省实现脱
贫成功的目标便指日可待。

陆敬平

9月19日 ，201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开幕式后，网络安全先进典型表彰仪式
在武汉举行。 19名网络安全杰出人才、优
秀人才及优秀教师，受到表彰。 据悉，今年
网络安全杰出人才奖励高达100万元。

当前， 网络信息技术迅速普及 ， 各
类应用持续创新， 网络安全形势也更为
严峻。 网络病毒漏洞的攻与防， 背后其
实就是黑客与网络安全人员的对抗。 毫
无疑问， 作为系统守护上网安全的最主
要防线， 网络安全队伍的强大与否 ， 关
系着广大网民的上网体验乃至人身财产
安全。

然而， 专业人才培养起来并不容易。
我国的网络安全专业培训起步晚， 而且，
最初的互联网企业对网络安全并不重视，
导致一些网络安全人员不能学有所用 。

更重要的是 ，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
与做黑客的巨大利益诱惑相比， 网络安
全人员的收入与贡献并不匹配， 导致一
些具有专业技能的人转做黑客。

如何避免人才缺失 ？ 全国首次表彰
网络安全先进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此
次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获重奖100万
元， 10名优秀人才每人获50万元、 8名优
秀教师每人获20万元奖励。 通过奖励表
彰， 提升网络安全人员的获得感 ， 而不
再仅仅由 “兴趣” 和 “责任 ” 支撑他们
的工作， 或许这正是壮大网络安全队伍
的最根本方法。

其实， 奖励表彰是一种鲜明的社会
导向。 它向社会传递国家高度重视网络
安全工作的信息， 也能有效调动和激发
人们争做网络安全先进人才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 同时， 对于借助网络从事违法
犯罪的人员， 也是一种警示和震慑。

王石川

近日， 一篇题为 《校长的孩子都去
择校了， 谁会相信我的教育理想》 的文
章引起了江苏常州不少家长的关注。 该
文的作者是常州市朝阳中学校长殷涛 。
在今年女儿小升初的时候， 他没有让女
儿去择校， 而是进入了施教区对应的普
通公办学校朝阳中学就读。 朝阳中学在
常州当地人心目中算不上名校， 外来工
的孩子占到了大多数。

“孩子是充话费送的？” 不少网友质
疑殷涛， 甚至谴责他不负责任， 为了自
己的事业不惜牺牲孩子前途。

殷涛首先是父亲 ， 然后才是校长 。
他做此选择一定深思熟虑， 而非任性为
之。 从相关报道可知， 一来女儿支持他
的决定， 二来他权衡利弊， 认为在他任
校长的初中， 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多恰
恰是优势 。 “他们的父母是敢闯的能
人 ， 跨省联姻， 基因优化， 正当最好的
年纪生子， 顺产多， 孩子更聪明 ； 他们

有兄弟姐妹 ， 更有责任感 ， 善良能干 ，
懂得感恩。 我看着他们， 真觉得无一不
美、 无一不可爱。”

一句 “无一不美、 无一不可爱”， 让
人感慨万端， 甚至热泪盈眶。 生活中有
不少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抱有偏见，
殷涛对他们有这样的认知， 足以说明他
内心的善良 。 一所学校如果没有温度 、
缺乏人情味， 能培养出人格健全的孩子？
一名校长如果不敢让亲生女儿在其任职
的学校读书， 会是合格的校长？

其实 ， 舆论热议这位校长的背后 ，
触及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优质教
育资源不均衡。 如果孩子无论在哪所初
中读书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还会
有人称殷涛拿女儿的前途开玩笑吗？

全国政协委员 、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
洪认为， 深化义务教育改革的核心是推
动教育资源均衡化。 通过教育资源均衡
化使得教育公平更有成色， 才有更多的
孩子拥有改变命运 、 人生出彩的机会 ，
否则殷涛的案例终究只能是孤例。

还未开湖，
哪来大闸蟹

一径秋风起， 蟹香满苇塘。 记者近日走访
长沙马王堆生鲜水产市场发现， 许多商家都声
称自己卖的正是 “蟹中贵族” ———阳澄湖大闸
蟹。 但据了解， 今年阳澄湖官方开湖捕蟹的时
间相比往年略微晚一些， 时间是9月23日。

未开捕先叫卖？ 这个“名牌蟹”无疑值得怀
疑。 来自官方的数据更佐证了这一怀疑： 2015
年全国河蟹产量为82.33万吨。 其中， 阳澄湖大
闸蟹产量的官方数据为2000吨左右 。 也就是
说， 人们买到的每400余只蟹里， 只有一只出
自阳澄湖。

吃到阳澄湖蟹， 约等于 “彩票中奖”， 长
沙市民买螃蟹可要擦亮眼睛。 其实， 洞庭湖蟹
同样美味， 益阳大通湖、 湘阴县鹤龙湖品蟹更
是闻名已久， 人们何必舍近求远呢！

文/金雨 图/陶小莫

读懂“不脱贫，不走人”的
为民担当

重奖网络安全先进个人，
意义重大

向这位带有理想色彩的
校长致敬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