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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涛

在 2021 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年轻干部要牢记，

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

炼，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生逢伟大时

代，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中

青年干部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努力成

为栋梁之才。

立起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柱。理想信

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为

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理

想高于天”。在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革

命时期，无数共产党人甘愿放弃优渥的

生活条件，投身于革命事业，不惜抛头

颅、洒热血。在和平时期，理想信念依然

不可或缺、十分重要。年轻干部只有把理

想信念的精神之柱立起来，才不会被艰

难险阻吓倒，才不会因精神缺“钙”而丢

掉初心。理想信念一旦动摇滑坡，就经不

住“糖衣炮弹”的狂轰滥炸，关键时刻就

会杂念丛生，难堪大用。

注入理想信念的政治灵魂。有哲人

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

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

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理

想信念一旦认准了，就要做到“风雨不动

安如山”。年轻干部必须在思想上想清

楚、弄明白我是谁？为了谁？怎么办？只有

把这些问题想得通透了，才会行得直、坐

得正。现如今，仍有极少数党员干部存在

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

纯等突出问题，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

纯洁性，消弭党的战斗力。面对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要成为可堪大用的干部，

必须对党绝对忠诚，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做到党

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

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

向不偏。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年轻

干部都要“咬定青山不放松”，铸牢坚守

信仰的铜墙铁壁，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

人生如船，信仰就是压舱石。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品

质。年轻干部要把理想信念融入血脉，经

受住“四大考验”、时刻警惕“四种危险”，

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神圣职责，

自觉做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践者。

青年干部要有青年样子，决不能“暮

气沉沉”。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

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

之中，有大情怀、大担当、大视野。时刻准

备着，做到平常时期看得出、关键时刻冲

得出、危难之际豁得出，用实际行动诠释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信念坚定，方堪大用
王文武

9 月 2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

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

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旨在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从严整治艺人

违法失德、“饭圈”乱象等问题。《通

知》首次提出“三个坚决不用”，即政

治立场不正确、与党和国家离心离德

的人员坚决不用；违反法律法规、冲

击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人员坚决不

用；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

人员坚决不用，树立起爱党爱国、崇

德尚艺的行业风向标，让主旋律和正

能量充盈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空间。

近来，艺人失德失范、踩踏红线的

事件屡屡发生。看似偶发，实乃“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伪

装、蒙骗世人多年，与行业把关不严有着

直接或间接关系。此时，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下发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

管理的《通知》，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一段时间来，广播电视和网络视

听文艺节目绞尽脑汁，开设各类偶像

养成、真人秀、选秀等节目，美其名曰

励志、向上，但“三俗”现象从未断绝。

说来也怪，打情骂俏、娱乐大众的文艺

节目，似乎已成为当下博取高收视率

的“杀手锏”。这些节目大多以流量为

王，散发着浮躁、功利的气息。“少年若

天性，习惯如自然。”不少青少年受节

目影响，盲目追星，很容易被“带偏”。

对此，必须用“霹雳手段”予以整治。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工作者和

文艺节目的天职，是用源于生活、高于

生活的优秀作品彰显信仰之美，弘扬

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因此，“三个

坚决不用”应成为各级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文艺节目坚守的底线、不敢碰

的红线。希望监管部门加大制度执行

和惩戒力度，凡是违背“三个坚决不

用”的节目，立即叫停，并对相关人员

进行问责。通过“三个坚决不用”，建设

“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

任、笔下有乾坤”的文艺节目制作队

伍，打造无愧于时代的优秀节目。

让“三个坚决不用”
引领演艺界新风

胡蔚

今年暑期档，多部动画电影密集

上映。其中，《俑之城》《济公之降龙降

世》《白蛇传》等影片均以浓郁的中国

风吸引观众，为国产动画电影创新发

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不断取得

突破：《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甚至突

破 50 亿元，高居中国电影票房史上

第三位；诸如《大鱼海棠》《白蛇：缘

起》《姜子牙》等一系列精品力作，都

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但也不是所

有国风动画都能成功，今年暑期档的

多部动画电影票房就不够理想。这里

除了疫情防控等外在因素影响外，更

多是影片本身的问题。这也从一个侧

面说明，动画电影在努力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同时，还需注重艺

术性、共情性等方面的融会贯通，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上取得突破。

早在上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就

有一大批中国风的国产动画与观众见

面，从《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到《葫芦

兄弟》《天书奇谭》……至今仍是许多

80、90后心中的经典。中国动画之所以

能够活力涌现，原因就在于它的创作源

头来自中国 5000年文明积淀的精华，

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价值

取向，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应和与共鸣。

中国动画中很多经典故事、场景、

人物，都取材于人们耳熟能详、广为人

知的经典素材。诸如孙悟空、哪吒、姜子

牙等 IP 元素，已经在观众心目中成为

符号化的人物。从这其中衍生出来的原

创动画，并不只是对传统文本、经典叙

述的直接转译，而是秉承着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的摄制理念，形成与当代人同频

共振的价值取向，给观众带来新鲜感、

共情感，从而赢得广泛认可。

凡是取得成功的中国动画产品，

都没有固守传统，而是大胆创新，赋

予传统新的活力，使之更能立与时代

“同频共振”。这就要求广大动画创作

者既要善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也要加强不断创新的思维能力，把时

代精神与传统文化融合起来，推出更

多有血有肉的精品之作，让中国动画

产品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突破。

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表达

马瑞瑞

当前，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各地正如火如荼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一批事关民生的烦心事、操心事得到有效解

决。党员干部作为干事创业的“排头兵”、攻坚克难的“主先锋”，

在服务群众时需更在“走得远”“贴得近”“办得实”上下功夫。

走得远，脚踏实地访民情。古人云：“善行者究其难”，意思是

说，擅于实践的人才能掌握事情的难点。服务内容倘若脱离群众实

际需求，难免会掉入形式主义的“窠臼”。少数党员干部在制定清单

时，既不调研走访，也不询问群众意见，往往想当然地做决定，“一

厢情愿”搞服务，搞得群众不满意，甚至有意见，最终是好心办了坏

事。要想服务做得好，清单就要开得准，党员干部必须练就过硬的

调查研究的真本事，自觉做到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

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

评都要听，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

层，听真话、察真情，从与群众的日常交流中收集社情民意，动态掌

握群众需求，精准有效服务群众，以促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贴得近，热忱服务暖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

党的根本宗旨，然而，少数党员干部在服务过程中却放不下“架

子”、热衷于“摆谱”，举手投足间疏远了群众。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民者，民恒敬之。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我是谁、为了

谁、依靠谁”的问题，只有打心底里把群众当自家人，把群众事当

自家事，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处，才能让党群关系像稀

饭泡米汤一样“亲上加亲”，凝聚出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办得实，强化作风解民忧。“政如农工，日夜思之，思其始而

成其终”。调查研究和热忱服务最终都要落到解决问题上，事情

办得好不好，是检验干部作风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在为民办实

事中，不能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成“办好”了，要变墨

守成规为守正创新，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系统谋划，思考清

楚季度重点干什么、本月工作推什么、每周销号办什么，让“我为

群众办实事”真正成为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的实事、好事。

为民办实事要
“走得远、贴得近、办得实”

新闻 漫画

新学期伊始，《教育督导问责办法》已正式实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个教育督导问责文件。

该《办法》明确：存在超标超前培训、虚假宣传、超期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出现教师师德严重失

范、学生欺凌等危害学生身心健康情况或重大负面舆情等情形，应予以问责。

十次督导，不如一次问责。长期以来，教育督导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问责跟不上。让督导“长牙齿”真正落地，必须制定专门的问责办法。

《办法》着重从 4 个方面对教育督导问责作出了系统制度设计，明确了问责对象、主体、内容、

方式。目前，全国共有各级督学 14.7 万名。教育部要求新一届国家督学积极履职，保证时间精力投

入，不挂虚名。 图/文 王琪

让教育督导问责“长牙齿”

陈普庄

3 天之内，全运会金牌第二次挂在了

孙文雁的胸前。不可思议的是，随着中国花

游“黄金一代”成长起来的孙文雁，居然到

职业生涯谢幕之时，才圆了全运会的冠军

梦。

“ 永 远 不 要 低 估 一 颗 总 冠 军 的 心 ！”

1995 年，NBA 教练汤姆贾诺维奇率领不被

看好的火箭队夺得总冠军，抛下这么一句

话。它成了竞技体育中的一句至理名言。

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全运会

冠军，或许仅仅是这句话字面上的理解。真

正的“冠军”，在心里。

“冠军的心”如果仅仅停留在字面上，

就不会有中国花游的“黄金一代”。毫无疑

问，中国花游是一支有着冠军梦想的队伍，

但自 2000 年花游项目正式进入奥运会以

来，俄罗斯队包揽了全部 12 枚金牌。就在

看似“遥不可及”、向俄罗斯队学习和追赶

中，中国花游一步步超越了日本队，成为亚

洲霸主，坐稳了世界第二的交椅，蒋文文、

蒋婷婷、黄雪辰、孙文雁、李晓璐……一个

又一个高光时刻，一朵又一朵出水芙蓉。

湖南花游只是中国花游追梦人中一支

小分队，但这一点都不妨碍那颗“冠军的

心”怦然心动。

2004 年，退役一年的沈映沙回到湖南队，成为

了一名教练。她曾入选国家集训队，却没能参加过

世界大赛。“运动生涯的遗憾，希望在教练生涯得以

弥补，我要把更多的湖南运动员送进国家队，推向

世界舞台。”如今身为湖南省队主教练，沈映沙的梦

想得以延续。在目前的湖南队中，80%的队员都入选

了国家队、国青队。继孙文雁、李晓璐等世界冠军之

后，20 岁的刘津含/刘津彤已获得全国青运会冠军、

世青赛季军。

比孙文雁小 2 岁的李晓璐，也已开始教练生涯，

延续“冠军的心”。在省青年队训练池边，14 岁的徐

婉清膝盖上被磕去一块皮，经泳池水一泡，伤疤泛

白。“那是她前两天跑圈的时候摔的，当时她二话不

说，爬起来就继续飞奔，我都惊呆了。”李晓璐告诉

记者，“其实，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也是这样，总跟自

己较劲。”

对于早已功成名就的孙文雁和她的国家队队

友们而言，全运会冠军的意义，或许更多是一种仪

式感。国家队组成的联合队给各省队的师妹们来了

一场“降维打击”，她们战胜的，其实是自己。

在孙文雁谢幕演出的同时，她的省队师妹们就

在同一片赛场，内心仰望，目光平视。因为她们要做

的，也是战胜自己。

战胜自己，或许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冠军的

心”吧。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 月 2 日讯（记

者 沙兆华）摘金夺银，势不可挡！今天东京残

奥会上，湘籍健儿再创佳绩，书写激动人心时

刻。文晓燕、蒋芬芬联袂出战女子 100 米 T37 级

决赛，包揽该项目冠季军，黄兴在 25 米混合组

运动手枪 P3-SH1 级比赛中夺得冠军，至此，我

省奖牌总数已达 10 金 2 银 1 铜，金牌数已为历

届残奥会之最。

田径赛场再传喜讯。今天上午，东京飘雨，

气温偏低，带着凉意，百米大战在雨中激情上

演。东京时间 10 时许，女子 100 米 T37 级比赛开

始，赛道上，文晓燕、蒋芬芬保持着最佳状态，

发令枪响，两人如离弦之箭，奋力冲刺，文晓燕

以 13 秒 00 率先越线夺冠，将该级别残疾人运

动极限提高到新的水平，至此，文晓燕已收获

了本届残奥会个人第 3 金。蒋芬芬以 13 秒 17 的

成绩摘得铜牌。

今天举行的 25 米混合组运动手枪 P3-SH1

级赛程可谓“漫长”，整个比赛日就产生此枚金

牌，上午，经过慢射、速射两轮资格赛，黄兴晋

级决赛。下午举行的决赛中，黄兴始终保持着

领先优势，以 50 发 27 中的成绩锁定冠军，刷新

残奥会纪录，赢得了本届残奥会个人首枚金

牌，圆梦东京，此前他还获得 1 银。

残奥湘军
筑梦东京 文晓燕锁定个人第3金 黄兴“射”落1金

10金！东京残奥会我省获金牌已超历届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

9 月 2 日，东京残奥会 P3-SH1 级 25 米混合

组运动手枪决赛中，湖南临澧籍运动员黄兴弹

无虚发，一路领先，提前一轮锁定金牌，创造新

的世界纪录。这是继上届残奥会夺冠后，黄兴

在该项目“梅开二度”，再次为国争光。

“这是黄兴的正常水平，成功卫冕，意料之

中。”当天，黄兴的启蒙教练覃雷军来到黄兴老

家，和黄兴的家人、乡亲围坐在电视机前，加油

鼓劲。

覃雷军带领黄兴训练了 7 年。8 月 31 日，黄

兴参加残奥会男子 10 米手枪 P1-SH1 级决赛

时，覃雷军向记者分析，10 米项目不是黄兴的

强项，但黄兴仅比冠军落后 0.4 环，摘得银牌，

说明他的水平又有提高。“黄兴的枪感好，协调

性强，反应快，尤其擅长速射项目。这次夺冠，

不负众望。”覃雷军说。

当五星红旗在东京赛场升起的那一刻，黄

兴的母亲田菊香非常激动，泪水忍不住夺眶而

出，为儿子感到骄傲。她说，黄兴这一路走来，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今年 35岁的黄兴是临澧县佘市桥镇殷家村

人，9 岁那年，和小伙伴玩花炮时碰到“哑炮”爆

炸，失去了左手掌。此后，黄兴用坚强意志克服

残疾带来的不便，用一只手实现日常自理，帮家

里分担农活。“单手插秧、推独轮车，什么活他都

帮忙干，从小懂事、要强，那时村里人就觉得这

个娃今后有出息。”邻居李玉英感慨道。

2003 年，黄兴 17 岁，在县残联推荐下，他成

了一名残疾人射击运动员。

举枪、瞄准、扣扳机……射击看起来简单、

潇洒，但要做到稳、准，需要长时间艰苦、枯燥

地训练，更何况是只有一个手掌的黄兴。

冷不避三九，热不避三伏。训练场上，冬天

寒风刺骨，冻得黄兴直打哆嗦；夏天烈日炎炎，

晒得他头晕眼花。黄兴左手不能平衡，影响右

手平稳，教练就找来配重，让他反复做伸直、上

举动作。每天训练结束，黄兴右臂又酸又胀，想

揉一楺，左手又帮不上忙。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 年全国第八届残疾

人运动会上，黄兴勇夺 SH1 级 10 米手枪冠军，

这是他首次获得全国冠军。从此，黄兴成为夺

奖专业户，多次在残疾人全国锦标赛、全运会、

世界杯手枪项目中夺金揽银。

2016 年里约残奥会，黄兴斩获男子 SH1 级

P3 混合组 25 米自选手枪冠军。2018 年，亚残会

P3 混合 25 米慢加速标准枪决赛，黄兴夺得金

牌。至此，黄兴获得残疾人射击项目全运会、亚

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奥运会金牌“大满贯”。

东京残奥会上，黄兴夺得 1 金 1 银，再次站

上世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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