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面向万里河山的“还 ”，体现了建设生态文
明这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鲜明特征。

“还”，就是归还，恢复。从向大自然进军到
还大自然以宁静， 进退变换间，“必须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首次写入党
代会报告，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
绿水青山还给自然，还给人民，留给子孙万代，
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图/文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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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浩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
满乾坤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
会上的讲话让所有人耳目一新 ，备
受鼓舞 。没有宏大的口号 ，没有高
深的理论 ， 全是情真意切的话语 ，
这段20多分钟的讲话彰显着自信 、
写满了担当 。因为担当 ，才触动亿
万人心 ；因为担当 ，才引起全球共
鸣。

这是一份对人民的担当。“夙夜
在公，勤勉工作 ，努力向历史 、向人
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5年前，同
样是在这里， 习近平总书记以许党

许国的情怀立下庄严承诺。 五年过
去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触手
可及，但 “共同富裕路上 ，一个不能
掉队”依然任重道远 。正因为如此 ，
“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的承诺庄严依
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
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更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
初心与使命。

这是一份对国家的担当。5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 《复兴之路》展
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5年来，“五大发展理念” 落地生
根，“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
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
没有办成的大事”。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 正因为认识到实现伟大
梦想的长期性、艰巨性，才会有“进行
伟大的自我革命”的清醒认识，才会
有“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远
大志向，才会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的坚定信念。

这是对世界的担当。“中国发展
必将寓于世界发展潮流之中， 也将
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活
力 、带来更多机遇 。”过去5年 ，越来

越多的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展望未
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
惠及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的承诺
给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信心 ，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一全球化的“中国智慧 ”，必将引导
国际社会达到开放发展、 合作共赢
的新境界。

“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 ， 永远
做人民公仆 、 时代先锋 、 民族脊
梁”。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篇幅并不
长，但每一句话都很具体，每一句话
都很有分量， 让人深切感受到中国
共产党对人民、 对国家和对世界的
担当。

杨玉龙

“菜农专列 ” 还在开 。 编号为
8629/8630次列车只有两节车厢 ，是
京广线上通行里程最短的一趟列
车。从2012年7月1日开始到今天，每
天一次往返于湖南郴州与白石渡镇
之间。 这列原本为沿线职工上下班
而开行的“通勤车 ”，因被附近菜农
“顺风搭乘”， 慢慢成了名声在外的

“菜农专列”。
对于菜农来说 ，“菜农专列 ”是

雪中送炭的精准帮扶。 不仅解决了
菜农出行难的问题， 而且这趟车来
回免费， 每年能为每位菜农省下上
千元的路费开支。 更重要的是这趟
列车为沿途菜农带来的安全感 、获
得感，共享发展的幸福感，是无法用
金钱来衡量的。除此之外，因为这趟
列车的存在， 客观上保证着城市居

民有数量与价格都相对稳定的蔬菜
供应。

从帮扶的角度来说 ， “菜农专
列” 再次说明帮扶不仅仅在于给钱
给物， 更重要的是帮扶措施能够帮
到群众的心坎上 。像 “菜农专列 ”这
样的贴心帮扶， 自然会赢得群众的
信任与正向反馈。 比如， 遇到下雨
天，车厢里被踩上了泥巴，菜农们也
会主动接过乘务员的拖把。其实，人

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培养起来
的。 而人间温暖， 无疑也是脱贫攻
坚、精准扶贫路途上相互给予、相互
激励的正能量。

“精准扶贫是一门‘艺术’”，“菜
农专列” 在看似无意之中， 无形之
间，帮农助农，温情脉脉地实现了多
方共赢。“菜农专列” 说明， 精准扶
贫， 不仅需要政策、 制度和措施落
实，还需要因地因人而异的，从群众
小困难入手的帮扶之技。 这些举手
之劳貌似无心， 却真正体现了一种
无处不在的为民情怀。

房清江

2018年度国考将正式启动报名，
本次国考共计划招录2.8万余人，招录
规模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这次国考招
录更加注重基层用人导向，从职位分
布来看，招录计划中，超八成招录名额
分布在县(区)级及以下。

让优秀人才能够沉到基层， 尤其
是充实到边远贫困地区的一线工作，
对于稳定基层和增强基层发展活力
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优化并加强公务
员考试的基层用人导向，对冲不同层
级公务员招录的吸引差别，不失为一
种有效的机制。如，国考中的中央机关
和直属的省级机关岗位，不再面向高
校应届生直接招考，而是要求考生要
有2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提高报考
门槛。同时，市(地)级以下职位以招录
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引导和鼓励优
秀高校毕业生报考基层职位，到基层
建功立业。

此外，中央机关直属机构市 (地 )
级以下职位， 也安排15%左右的计划
专门用于定向招录服务期满、考核合
格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其中重点招
录大学生村官。 对艰苦边远地区县

(区)级以下职位，视情况采取适当降
低学历要求、放宽专业限制、不限制
工作年限和经历、单独划定笔试合格
分数线等措施，降低进入门槛；设置
一定数量的县(区)级以下职位面向当
地户籍、 生源或在当地长期生活、工
作的人员招考。无疑，国考给基层量
身订制了一批岗位，打通了基层人才
向上流动的通道，这对于激励更多人
到基层特别是艰苦边远地区具有现
实意义，值得期待。

基层公务员始终都是国家治理体
系的基础， 除了要激励人才报考基层
岗位之外， 更要创造条件让人才愿意
扎根基层、长期服务基层，如不断改善
基层公务员待遇、 健全基层公务员职
业成长机制等， 不断增强基层公务员
的职业含金量， 而不能简单将鼓励人
才下基层当成一块跳板， 成为基层的
过客。 同样的， 国考强化基层用人导
向， 在打通基层人才向上流动渠道的
同时， 也同步加强了对基层人才特别
是考录公务员的约束， 除了落实最低
服务年限之外， 对其报考省级以上公
务员岗位还有必要加强履职考核以及
职业素养的考察， 规避公考下基层沦
为新的“镀金”。

阳明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 由于广大农村党员群众文化水
平参差不齐、文化素质高低不均，对抽
象的理论和大道理或许感到高深莫
测、难以理解。因此，要让会议精神直
抵人心， 除了宣讲者具备扎实的理论
功底外，还要让宣讲工作做到“三言三
实”，当好基层理论宣讲的“翻译”。

言之有物，内容翔实。要改变照本
宣科的宣讲方式，把“高大上”的理论通
过具体事例阐释说明，让宣讲工作做到
有观点、有阐释、有数据、有实例，言之
有物；要了解和掌握群众关心、关注的
热点，摸清群众所需所盼，根据受众的
思想认知和实践认知差异，分类确定讲
授内容、形式；要紧密联系地方发展实
际，通过摆数据、谈措施、看成效，把政
策导向与当地发展实践相结合，帮助群
众正确认识政策制定的初衷，准确把握
发展方向，转变发展理念，凝聚上下同

心、共谋发展的思想共识。
言之有情，感情真实。摒弃为完

成任务而应付了事心态，用真情真心
投入宣讲，要善于拿与群众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 “说事”，以事
议政， 让政策的蓝图更加具体化；要
善于把身边典型人物和热点事件汇
集整理，分门别类保存备用，在宣讲
中， 善于运用群众语言说百姓故事，
把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事例信手拈来
作为观点的重要支撑，使宣讲更具说
服力和吸引力。

言之有趣，形式朴实。要采取寓教
于乐、喜闻乐见的形式，运用生动幽默、
朴实无华的话语， 真正做到雅俗共赏；
要善于用方言俗语、歇后语、顺口溜等
“草根语言”，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使理
论更加形象化， 同时自觉把握尺度，弘
扬正能量，不能任性而为，更不能低俗
庸俗； 要善于运用网络语言表情达意，
提高宣讲实效，变“单一说教”为“生动
说唱”，真正让听众坐得住、听得懂，确
保收到宣讲实效。

写满担当的讲话最有力量

“菜农专列”：温情脉脉的多方共赢

国考强化基层导向值得期待

要当好十九大精神宣讲的“翻译”

新闻漫画

一个“还”字价值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