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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峡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 ，“广大
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
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
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
写人生华章！”殷殷期待、谆谆嘱托 ，为广大青
年指明了人生价值“最正确的打开方式”，为青
年们奋勇投身新时代、接力建功中国梦注入了
强大动力。

时代如星辰大海，召唤青年、塑造青年、成
就青年 ；青年如清晨阳光 ，感知时代 、融入时
代、筑梦时代。十九大会场上的湖南青年代表
们，饱含家国情怀，纷纷发出时代强音：湖南广
播电视台33岁的尹中代表，建议加强主流媒体
融合发声平台建设；怀化市溆浦县35岁的梁金

华代表，建议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娄底市公安局38岁的李贝代表 ，建议加
强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建言献策，彰显
湖湘青年责任担当，洞见新时代美好未来。

我们这个新时代，为广大青年提供了绝佳
机遇。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将给年轻人
提供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和想象，提供更多融
入社会、就业生活和定居的条件；随着人们在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
求日益增长，青年发展有了新的机会，与此同
时也有了新的使命；“打赢蓝天保卫战”“加快
水污染防治”“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
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十九大报告阐述的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前所未有，这将给年轻人生活
带来的改变，更是显而易见的。

习近平同志曾这样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

“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
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
青年之字典 ，无 “困难 ”之字 ；青年之口头 ，无
“障碍”之语。只争朝夕方能昂扬前行。

新时代青年，要做理想坚定者 。深入学习
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让“八个明
确、十四个坚持”成为自己成长奋斗的指路明
灯。新时代青年，要做学习奋进者。把学习作为
首要任务 、终身追求 ，坚持学以致用 、知行合
一，主动提高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综合
能力和本领。新时代青年，要做担当搏击者。在
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
发展等战略中大显身手。

到中流击水吧，新时代青年！到实现中国梦
的伟大实践中去放飞青春梦想、书写人生华章！

赵强

10月23日， 十九大新闻中心举办记
者招待会， 邀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
室副主任杨伟民，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
部长李干杰介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
设美丽中国”有关情况。两位代表介绍 ，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谋划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 、长
远性、开创性工作，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性
和全局性变化， 生态文明体制发生了历
史性变革。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将 “美丽 ”
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
标，将生态环境上升到生命的高度，向全
世界宣示了一个走进新时代的国家把生
态环境提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生态环境长期是
国家发展靓丽成绩单上一块不容忽视的
短板， 生态环境不优经常成为人民生活
的痛点。 人民的痛点， 就是改革的着力
点。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当下

的生态环境形势要求， 建设生态文明更
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十九
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定走生产发
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
生活环境， 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站在这样的高度去展望绿色发展的前
景、美丽中国的未来，我们所要建设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与目标才
更加清晰明朗。

在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愿景中 ，
“美丽” 蕴含着绿色发展观的价值诉求，
这与十九大报告勾勒出的“绿色发展，美
丽中国”蓝图高度契合。推进绿色发展 ，
既是攻坚战， 更是持久战。“金山银山不
如绿水青山”。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清单中，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刚需， 建设美丽新湖南的道路与方向一
定要坚定不移。

让我们乘着十九大吹来的绿色新
风，转变政绩观，树立民生观 ，深植生态
文明理念， 在新时代创造出一个天蓝水
碧山青的美丽新湖南， 为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 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义不容辞的湖
南贡献。

汪昌莲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 “加强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时提出，坚持 “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加快建立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十九大代
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在参加
十九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分组讨论时
透露，住建部正在研究制定住房租赁管理
条例，将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
立法等手段，推进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

常言道 “安居乐业 ”，居住问题关乎
每个家庭的幸福指数， 关乎社会的稳定
和谐。“住有所居”和“居有其所 ”强调了
百姓拥有良好居所的权利， 但这并不是
说每个人都一定要有自己的产权房 。无
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都有一
部分人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 在成熟
的市场经济环境中， 住房租赁市场的健
康发展， 离不开政府以及市场参与者的
共同努力。

在发达国家， 普通民众面临高房价
问题，特别是一些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
无力购买房产，租房成为常态。这些人的
租房积极性，除了缘于政策保障、政府提
供公租房或补贴之外， 更在于对保障房
建设的刚性要求， 及对房屋租金的强力
调控。2010年，法国有666个市镇因保障性
住房比例未达到 《城市更新与社会团结
法》最低20%的要求而被罚款，罚金总额为
7620万欧元；德国各州、市及乡镇都设有
独立机构制定各地段房租价格标准范围：
房租涨幅若超过20%就被视为违法。

从这些经验来看， 政策保障与立法
调控“双轮驱动 ”，既抑制了市场投机行
为，又满足了低收入阶层的居住需求。尽
管我国出台住房租赁管理条例工作尚在
起步，但已经宣示了为“只住不炒”撑腰，
显然是管理上的一大进步。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还面临较多的困难和问题，这同时也
意味着，我国租房租赁市场的发展潜力和
空间更大。我们不妨予之以耐心等待。

在线教育应坚持内容为王
毛建国

近年来公众对互联网教育的热情日益高涨，从
而催生了一个新职业———网师。他们大多是年轻人，
在网上直播授课收入之高令人咋舌， 知识变现在这
个新兴群体中得到充分体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真是一个除却变
化再无不变的时代。 媒体曾报道北大经济学教授薛
兆丰，拥有超过17万付费订阅者，价值近3500万元。
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见在线教育有多热。

任何一种现象级事物的产生， 都有其复杂而深
刻的背景。创新时代的到来，对于终身学习提出了更
高要求。提到终身学习，人们一般把其理解成自学。
而事实上，相对于书斋式封闭式的自学，开放式互动
式的自学，对于化解本能恐慌、能力危机，有着更为
重要的意义。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分享经
济的发展，打通了师与生的畛域，让开放式指导式学
习具备了可能。有分析称，中国互联网教育市场未来
三年将维持增长态势， 预计2019年市场交易规模将
达到3718亿元。这是一块多么广阔的蓝海。

不过仔细分析，当前不少风行的在线教育，具有
着快餐化、浮躁化的特征———打着“一小时建立”“一
周学会”“改变”等标签的速成神话就是例证。走红的
网师，很多人也不是靠“走心”而是走的“看脸”路线。
真正具有内涵的“大师”，要么不屑于到线上来，要么
被埋没在线上；那些善于制造话题、敢于言行出位的
“网红”，则更容易赢得关注。这样的在线教育，其实
问题重重。登高望远，在线教育如果没有优质内容作
支撑，不解决权威性和系统性问题，对于自我提升的
意义就必然十分有限。

因此，只有坚持内容为王，大门刚刚打开的在线
教育才能在服务社会中获得更大发展。

� � � � 记者近日从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了解
到，目前顺丰“丰密运单”已在全国各地实
现全覆盖，可以实现快递收寄件人姓名、手
机、地址等信息的隐藏或加密化。

2017年上半年 ， 中国网购用户达到
5.16亿人，快递业务量完成173.2亿件，常态

化进入单日快递亿件时代。海量快递面前，
用户的隐私保护显得尤为迫切。

隐形面单的出现， 保护了消费者的信
息安全。不过从目前来讲，隐形面单亟待普
及化， 这就需要全体快递企业的智能化服
务竞争快快加速。 文/图 朱慧卿

绿色发展 美丽中国

立法规范住房租赁为“只住不炒”撑腰

到中流击水吧！新时代青年

隐形面单亟待普及化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