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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娜 学史力行 磨炼担当铁肩膀
越是危急越担当，越是艰险越向前。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凝聚了千千万万

共产党员勇于担当、带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壮丽史诗。担当精神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共产党人积极作为、不断奋进。

对话人：
王保彦 天津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研究员
朱绍岳 本报评论员

会客厅

政策好，更要服务好

96岁老婆婆因何成“网红”
■ 张玥

热点观察

邮箱：tjrbpl@163.com

筑牢科技创新的“地基”

视线

能“沉下去”，也能“浮上来”
——听实话、察实情、收实效③

■ 金之平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知与行

■ 闫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干事创业难免
遇到困难，多些“咬咬牙”的坚持，往往能离
目标更近一步。

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有位将领因“咬
牙”而闻名，他就是开国上将宋任穷。1942年
至1943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除了
战斗频繁激烈，还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
严重旱灾、虫灾导致颗粒无收，日军放水淹
地、造成水患，灾荒过后痢疾、霍乱等瘟疫盛
行。时任冀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兼冀南
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一边坚持对敌作战，
一边组织生产自救。没有食盐，就把盐碱地
上的硝盐刮起来，加水熬了当盐吃；没有粮
食，他和战士们经常饿着肚子拉犁。凭着顽
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宋任穷带领冀南军
民咬紧牙渡过难关，由此得名“咬牙干部”。
“咬牙”是一种坚持，更是一种精神。

面对困难不低头、面对挫折不气馁、面对斗
争不退缩、面对牺牲不畏惧……回望百年
辉煌路，我们党从内忧外患中诞生、成长、
壮大起来，一次次突出重围、打开局面，少
不了这样一股“咬咬牙”的精神。
“咬牙”彰显拼劲。革命年代，战火纷

飞，处处是生与死的考验，党员干部一声
“冲啊”“跟我上”，身先士卒的果敢勇毅令
人震撼；建设年代，白手起家，焦裕禄立下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
的誓言，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令人感怀；改
革时期，攻坚克难，“拼命黄郎”黄大年，平
均每年出差130多天，一回来就扎进办公
室，用实际行动勾勒出苦干实干的“干事
观”……不同时代背景下，“咬牙”的原因不
尽相同，但本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在与艰
难险阻的较量中，咬定目标，迎难而上，尽最
大力量去奋斗、去拼搏，争取最后的胜利。
“咬牙”体现坚韧。保持一时的冲劲容

易，难的是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的持之
以恒。历史和实践证明，没有锲而不舍的执
着，就不会有“水滴石穿”的成功。面对核垄
断，“两弹一星”科学家隐姓埋名，数十年沉
寂荒原戈壁，与黄沙为伴，历经无数次计算、

试验，用毅力和决心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脱贫攻坚战场，党员干部
扎根基层一线，从“输血”到“造血”，百折不挠、力拔穷根，回忆这段经历
时，一位天津“扶贫人”感慨：“这中间无论问题有多少，想解决都没有捷
径，唯有坚持。”直面挑战，静心做事，不贪一时之功、不为一时之誉，在点
滴积累中朝着目标不懈努力，成就无悔人生，就只是时间问题。
行百里者半九十。如何解决科技创新中的“卡脖子”问题，如何

做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文章……踏上“十四五”新征程，一道道
现实考题摆在面前，尤须拿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拼劲，砥砺千磨万
击还坚劲的意志，将“咬牙”精神坚持到底。

朱绍岳：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
到复兴路，从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可以说，不同时代，担当作为有着
共同的精神内涵。

王保彦：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靠的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担当作为。首
先，担当作为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
找准了定位，明确了职责，就应该义无反顾
地顶上去。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第一身份
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所以为党工
作、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本分职责。有
了想担当的责任意识，还要通过行动将其
落实到工作中。从学党史、悟思想到办实
事、开新局，其内在逻辑表明，担当作为要
以实干为支撑，我们必须把这种精神内涵
与行动结合起来，在日常生活中奋发进取、

苦练事功、善作善成。
朱绍岳：无论是对党忠诚、视死如归的

革命英雄方志敏，还是人民的好公仆焦裕
禄，抑或全国脱贫攻坚模范黄文秀，在这些
楷模身上，担当作为不仅体现在紧要关头，
也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
王保彦：“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

大。”社会的发展，需要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每一个非凡成就，都
是由点滴平凡累积而成；国家的繁荣强
大，总是建立在广大劳动者只争朝夕的奋
斗之上。在平凡岗位上日积月累、奋勇争
先，普通人同样可以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闪耀不平凡的光辉。以脱贫攻坚为例，正
是广大普普通通的扶贫干部拿出攻坚克
难的决心、坚持到底的毅力、百折不挠的
韧劲、苦干实干的行动，我们才能夺取脱

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创造令世界瞩目的
“中国奇迹”。

朱绍岳：担当作为不仅是一种态度，更
需要有强大的本领支撑。没有金刚钻，缺
乏相应的本领和能力，前行路上遇到难题
就会无所适从，您觉得，如何通过学习提升
能力本领，把各项工作往实里干？

王保彦：我们学习党史，是为了从中汲
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因此，既要想
担当、敢担当，还要能担当、会担当。想要
练出真本领，必须主动学习，自觉去钻研工
作所需要的各项能力。将这些书本上、经
验中的知识融会贯通，化为自己工作中的
智慧。从调查研究到应急处突，从驾驭风
险到狠抓落实，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八项
本领”“七种能力”，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具体
的方向。而这些能力的获得，仍然需要在

实践中锤炼。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要起而行
之、勇挑重担，到基层和一线经风雨、见世面，
真刀真枪锤炼能力，才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
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朱绍岳：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
的各项任务也有了新的要求。经济建设、
为民服务、科技攻坚等诸多领域新任务新
挑战层出不穷，对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提出
了更高要求。

王保彦：“十四五”开局之际，坚持制造业
立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乡村振兴……
发展任务繁重。而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
正是担当作为的着力点。在实际工作中，我
们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由重
点领域的“一子落”，激发棋局的“全盘活”。
找准着力点，选好切入口，持续发力，方能筑
牢高质量发展之基。

解剖麻雀、蹲下去看蚂蚁、到现场抓
活鱼，这些对调查研究的形象比喻，揭示
了同样一个道理：调查研究最忌走形式、
做样子，最需要沉下去，深入群众、深入
基层一线。然而现实中，有的同志却感
到困惑，基层跑了不少，群众访了不少，
本子记了不少，“沉下去”忙活半天，却没
能看清“蚂蚁”、没有抓回“活鱼”。问题
出在哪？
早在8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就针对这

一现象不无幽默地说：“调查的结果就像挂
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
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
郭。”原因是方法不对，沉下去没能浮上
来。如果片面地、静止地、孤立地看待调查
来的情况和材料，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研究，就找不到主
要矛盾，看不到发展方向，自然也就寻不到

解决办法。
想要“浮上来”，得到真知，必须对掌

握的一手材料和得到的基层情况，进行
深入细致思考，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
粗浅的认识深刻化，从而透过事物表象
发现内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
法。焦裕禄生前有一个习惯：白天到群
众中调查访问，晚上回来“过电影”，把白
天所见所闻在脑子里重新“播放”一遍。
其实，“播放”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
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
是不行的。”通过“过电影”，他掌握了兰
考的水、沙、碱之间发生、发展的规律，拿
出改造盐碱地的具体详细方案，使抗灾
斗争的战略部署建立在科学决策基础
上；通过“过电影”，他从群众的创造性实
践中，总结归纳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
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用
来锁风沙、治洪水，激励全县人民自力更
生、奋发图强。

就像调查研究本身不是目的一样，“沉
下去”也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给“浮上来”积
累力量。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为科学决策
服务的，是为了使工作有抓手、破题有办
法。如果没有问题意识，没有一双发现问题
的“慧眼”，沉下去之后难免会找不到头绪，
即便看到问题也会习焉不察、听而不闻、视
而不见。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正确的决策离

不开调查研究，同样，正确的贯彻落实也离不
开调查研究。一方面，贯彻落实不是机械的、
盲目的，而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另一方面，问
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政策实施后也要跟踪
反馈，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这一切，都离
不开“浮上来”的总结与提升，离不开在现有
工作基础上往深里走一步。

沉下去是对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的检验，
浮上来则是对综合素质的历练。既能沉下
去，又能浮上来，才会让调研成果成为推动发
展的真知灼见。

如果说科技创新成果是一座座高大的
房子，那么基础科学研究就是盖房子前打
下的“地基”。房子牢不牢，关键看地基。
只有深耕基础、大抓基本，才能厚积薄发。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最基础、最根
本的事情做起。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
源头，无论是应用研究还是技术开发，都
离不开它，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也往往萌发
于深厚的基础研究。天津大学流体力学
专家周恒从事流动稳定性与转捩预测研
究40多年，发展了流动稳定性理论，并在
此基础上，为我国发展临近空气飞行器遇
到的新难题提出破解之道……事实证明，
一步一个脚印，把基础科研工作当作种花
育果的土壤，辛勤耕耘、扎实付出，这一片
沃土就会开出创新之花。
筑牢科技创新的“地基”，非一日之

功，需要有长远眼光和正确取舍。曾有
人问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
如何抓住中微子这个“风口”，获得赚钱的
机会？王贻芳答：“如果想要赚钱，那还是
离中微子远一点。”想要获得成就，就要沉
下心、肯钻研。中南大学杨新民教授将数
学作为一生志业，破解了几个困扰国际运
筹学界多年的难题。疫情防控期间，杨新
民团队借助数学工具为重庆疫情发展趋
势和变化情况作出较为精准的预测。用
“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眼光和甘坐冷板凳
的精神，练就深厚的功力和敏锐的洞察
力，才能及时发现创新成果和应用的“生
长”趋势。
“科技自立自强”是我们发展的关键

词之一。根基稳了，立得住了，方能强起
来。瞄准科技前沿，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
究，夯实科技创新之基，我们才能在打造
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
的征程中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人老了，应该有个价值，一天到晚吃
饱坐饿、打牌打麻将我觉得那不是个事儿，
对自己身体不好，对下一代的影响也不
好。自己即使老了，也要活得有价值一
些。”“只要是钱来得正道，没有不容易的
事，来得不正道，再容易也不容易。”近日，
郑州一位96岁的老婆婆深夜摆摊卖菜馍，
而且妙语频出，引来网友一片“点赞”声。

老婆婆的话固然有深意，仔细想想，实
为常识。类似的话，不少人应该被父母师长
从小灌输、屡屡提醒。与其说老婆婆在漫长
岁月中总结出不少哲理，不如说这是根植她
心中的观念，始终活得清晰、明白。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
出发。世事纷繁，有人面对诱惑，难免失之
于动摇，面对选择，难免失之于纠结，面对
变化，难免失之于迷茫。每当无所适从时，
回归常识，或许能更好地帮我们看清初心，

想起为何立下志向、定下目标，该如何选择
道路。

人生路上考验不断，回归常识的过程
会反复出现。每一次都可能带来新的领
悟，每一次领悟，都会缩短与原点之间的距
离。当从常识出发已成为下意识的反应，
无论面对任何挑战，都能毫不犹疑地作出
正确选择。教育家陶行知曾说：“人生天地
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
去。”各人志趣有差、做的“大事”不同，但只
要坚守相应的常识，时时循而行之，就能保
持“为一”“做一”的定力，不为无关之事所
累，专注地活出自己的价值和精彩。

讽刺的是，卖菜馍的老婆婆走红后，许
多人蜂拥而至，一边买菜馍，一边围着她拍
视频、做直播、蹭流量。有人对婆婆说你的
生意火了，婆婆丢下一句：“尝馍是假，看人
是真。”短短几个字，便戳破了什么。人生
中许多事，看起来喧嚣纷杂，其实用常识去
审视思量，往往就简单很多，不是吗？

营商环境关乎市场主体的生存和发展，优化营商环境，要有好政
策，更要靠服务见实效。
政策与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这条主线上彼此相连的两个环

节。通过“政策洼地”招徕企业只是起点，打造服务高地，当好服务企
业发展的“店小二”，才能让企业留得住、活得好，最终强起来。
打造服务高地，必须瞄准企业需求，变“政府端菜”为“企业点

菜”。抓住需求，首先就要做好沟通，以了解企业的困难和需要。譬
如我市打造的企业家早餐会、政企会客厅等多种服务形式，就有利于
做好沟通工作，使政策、服务精准满足企业需求。做好沟通，了解需
求后，更要针对需求抓落实。针对小微企业缺少适合抵押的不动产，
难以融资的情况，我市大力推进动产融资工作，为很多小微企业送去
及时雨，动产融资登记量已居全国第二位。
打造服务高地，就要把服务做细做快。做细服务就是要抓住企

业与企业间、行业与行业间的差异，有针对性地提供不同服务。实施
差别化质量监管，进一步细化工程建设项目，就是我市做细工程审批
服务的举措。做快服务，要从流程上和技术上双管齐下提高效率。
比如，“一制三化”改革既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又让审批走上“快车
道”；滨海新区优化电子许可证，让服务拥抱互联网，将“一企一证”改
革推向2.0版。这些高效率、差异化的政府服务，让企业有口皆碑，也
能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资金落地天津。
以“好服务”落实“好政策”，才能激发企业活力，为高质量发展不

断注入新动能。

■ 王语泽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迅猛，
2020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退役量约
20万吨。避免“爆发式增长”之后带
来“爆发式污染”，就要破解电池回收
难题。加快建设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
系，做到变废为宝，变害为利。

施然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