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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

节水，细微处用心

知与行

■ 王语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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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丽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

学得深、悟得透，解决实际问题才更有思路。学习党史，要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
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

对话人：
颜晓峰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朱绍岳 本报评论员

会客厅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视线

从“本领”到“本能”
——多交几个基层朋友③

■ 金之平

离“短平快”
远一些
■ 王雪妍

高考作文，一场“考点”丰富的测试

团建
年轻人为啥不喜欢

■ 张玥

2011年，廖俊波初到福建政和
县，被称为“省尾书记”——政和县
人均综合实力全省倒数第一、是
“全省之尾”。初上任，廖俊波就和
同事讲，“依我看，政和相对落后，
反倒是个干一番大事业的平台。
想想，咱们一起努力，在全国率先
蹚出一条县域经济改革发展的路
子，打它个翻身仗，这是一件多么
有意义的事啊！”

廖俊波率先冲上一线，跑项
目、搞开发、抓扶贫，经过四年奋
战，政和县从“省末位”跨入增速
“省十佳”。“困难是一道坎，是一
道分水岭。就像鲤鱼跳龙门，跳
过去就是一片新天地，进入一种
新境界。”如何看待困难，如何在
挑战中赢得机遇，考验着党员干
部的责任担当，也检验着干事创
业的能力水平。

犯其至难，方能图其至远。
前进道路是曲折的，困难面前，
是当“鸵鸟”，还是做英雄；是被
挑战吓倒，止步不前，还是把困
难当作机遇，勇敢地迎接挑战、
化危为机，不同的心态、不同的
思路，工作的成效截然不同。
1984年，天津开发区在一片盐碱
荒滩上起步建设，最初的建设
者以“精卫填海”的意志，攻克
盐碱滩绿化这一世界难题，不
断优化投资环境，吸引企业特
别是外资企业在这里投资兴
业；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射电望
远镜方面的人才紧缺、经费不
足、建造地难寻，南仁东“不信
邪”，坚持带着 300多幅卫星遥感
图，在西南大山里跋涉，经过 11
年探寻，终于找到“天眼”最合适
的建造地点……我们常说“困难
像弹簧，你强它就弱”，面对困难
压力，坐等观望没有出路，迎难
而上、坚韧不拔，把困难当阶梯，
才能不断向上攀登。

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在逆流而上中发展壮大，既
要涵养遇强更强、愈挫愈勇的定
力韧劲，也要增强求新求变、化
危为机的能力本领。唯物辩证法
认为，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克服
了危，就是机。去年疫情期间，
广大党员干部带领群众“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以新方法解决了

新问题、以新思路求得了新发展。譬如，以互联网技术为依
托，广泛开展线上招商、线上融资，变“面对面”交流为“屏对
屏”，精准对接融资需求，广泛招揽八方客商，有力推动了
“双战双赢”。最困难的时候，往往也是离成功不远的时
候。对于推动发展来说，每一次困难、危机、挑战，都是转型
和进步的机会。主动出击、求新求变的努力与尝试，让我们
从危与机的转换中赢得了发展主动权。

廖俊波的微信名叫“樵夫”，可以说，一名真正的共产党
员，就是开山辟路、勇往直前的“樵夫”。在新起点上谋求更大
发展，需要更多像廖俊波那样的“樵夫”，唯其如此，精神方能
不朽，事业才能永续。

朱绍岳：“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党的百年奋
斗历程是一座资政育人、继往开来的丰富矿藏，我们党总是
善于从长期奋斗的历史中探寻规律、从成败得失的经验中
寻找答案，不断磨炼本领、提高能力水平。

颜晓峰：党的百年历史，不仅连接着过去，也连接着现
在和未来。虽然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任务也不尽相
同，但我们能够找到共通的规律，从历史中获得启迪智慧，
更好地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我们学习党史，回
望来时路，不是简单照搬过去的做法，而是要在充分学习的
基础上，领悟其背后深层次的内涵，将其转化为适应当下的
知识和举措。以井冈山精神为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
及时正确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果断决定从进攻大城市转到
向农村进军，闯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善
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当下，
继承和弘扬伟大精神，敢闯敢试、大胆突破，推动事业再上
新台阶。

朱绍岳：如何学、怎么学，关系着学习的具体成效。无
论是革命战争年代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还是在新时代进行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都要求我们将党史学

深悟透。对照历史和现实，您认为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学以
致用？

颜晓峰：学以致用，关键要立足实际，坚持问题意
识。一方面，在学习党史过程中，要将问题导向贯穿始
终，带着现实问题去学习、思考，这样有助于我们充分理
解党史中的经验做法，从而将其更好地内化于心；另一方
面，我们还要将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作为创新的逻辑
起点，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
律，并以自觉的历史思维汲取经验智慧，从而为解决现实
问题提供方法路径。

朱绍岳：学习成效和工作实效如何，最终要由群众来评
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学习党史，不仅要从历史和书本上
汲取知识，也要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问题解决得好不好，
事情办得到不到位，群众满不满意，直接体现着学习成效是
否真正转化为工作实效。

颜晓峰：学好党史，不能只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要
转化为具体实践。党员干部党史是否学得扎实、做得踏
实，正是要靠实践来检验、靠群众来评价。当年，我们党
在苏区搞革命，积极深入基层和群众，解决群众的切身利

益问题。与此同时，许多老百姓也为红军筹集粮食和衣物，
并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去参军。可见，以人民为中心、为
人民谋幸福，就会得到群众衷心拥护。如今，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我们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需要从最突出
的问题抓起，从群众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朱绍岳：以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成效，我们既要把学到的知
识运用于具体实践，又要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本领，在干
中学、学中干，更好地解决具体问题、指导工作实践。

颜晓峰：今天是历史的延续，但并不是历史的重复。面
对新任务新要求，我们既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也要发挥主
观能动性，根据新的时代特点进行创新实践。就拿做好群
众工作来说，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从集思广益中认
识和体察实际情况，取得真实可信、扎实有效调研成果的同
时，也要掌握新办法，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让技术赋能群众
工作，把群众建议转化为治理效能，让互联网成为密切联系
群众的新纽带。以创新助传承，方能推动学习与工作不断
与时俱进。

交到朋友是“本领”，从心里把群众当朋友则应成为“本
能”。党员干部与群众交朋友、交长久的朋友，就要把对群众
的感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主动为群众办实事变成自觉。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信”的前提是怀有一颗纯粹无私

的真心。为什么百姓对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干部的感
情如此之深？就是以真心换真心。看到老人鞋破了，脚冻得

又红又肿，孔繁森心疼地将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暖着；郑培
民到农民家，会掀开锅盖瞧瞧他们吃的什么饭，摸摸床上的
被褥厚不厚实……谁记挂群众冷暖，谁诚心诚意为群众办
事，群众看得最清楚。让“一切为了群众”成为本能，扭住办
实事办好事不遗余力，当为民的真心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百姓怎能不把你当朋友、当亲人？

从“本领”到“本能”，考验真心，更检验恒心。有句老话
叫“习惯成自然”，但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离不开

持之以恒的坚持。诚如《卖油翁》中描述的那样，油从钱孔穿
过而钱不湿，“唯手熟尔”，因为日复一日地去做，无形中“技
能”变成了“本能”。与群众交朋友也是同样道理。不把走进
群众当任务，不指定路线，不规定时间，经常到群众身边去坐
一坐、听一听；不仅办好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大事，同时办
实群众生活中的小事，用一点一滴的努力换得群众信任。如
此，把朋友间的真情融入经常，把服务群众落实在日常，即使
岗位发生变化，无论走到哪里，也一定不会缺少朋友。

长期与群众打交道的过程，说到底，就是始终密切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的过程。从“本领”到“本能”，意味着少了工作
味，多了人情味，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一个共产党员爱
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始终做到心中有百姓，真正为百姓谋
幸福，交到掏心窝子的朋友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与群众交朋友，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舍得

拿出时间坚持走进基层，在实践中深刻体悟“为了谁、依靠谁、我
是谁”的真谛，方向就会愈发清晰，脚步也会愈加坚实。

每年高考，引起关注的第一个焦点总是作文题目。今
年的许多题目一如既往引人深思，全国乙卷引用古代思想
家扬雄《法言·修身》中的射箭比喻来谈论理想；上海卷以
“沉淀”为题探讨事物的价值；全国新高考Ⅱ卷以书法笔法
写“人”字，请学生思考“逆锋起笔，藏而不露”“中锋用笔，不
偏不倚”的寓意……有哲理，有巧思，有古代典籍，有现代观
点，无一不意味深长，以致有网友发帖说：不多读些书，你敢
写高考作文吗？

让成年人都有如此感叹，对学子来说就更是一番
挑战。曾有专家表示，近年来高考作文越来越具有开
放性和思辨性，给考生留足写作空间的同时，也提升了
难度，已经远非背一些名人名言、熟记几篇范文可以应

对。每一道作文题，既是对学识的检验，也是对境界的
考问，更是对人生观与价值观的考量，堪称一场“考点”
丰富的测试。

素质教育下的高考作文，青睐的是有视野的考生。教
育部发布的《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中，为高
中生提供了90种书目，涉及人文社科、文学、自然科学和艺
术四类，阅读范围与数量都不小，显然期待学子拥有“广角
镜头”。去年浙江一篇高考作文《生活在树上》得了满分，考
生在文章中甚至论及海德格尔、尼采等哲学家的观点，明显
“超纲”，展现出深厚读书功底对作文水平的影响。而在阅
读量之外，更重要的视野，来自于对生活的热情关注、对社
会的敏锐观察，以“现实”为师拓展知识面、获得新体验，通
过日积月累，笔力的增强自不待言。

其实无论书海拾贝还是融入社会，都意在增加认知

广度与深度，落脚点已超越语文的范畴，进入更宽泛的思考
层面。更进一步看，对视野的要求，也是对境界与格局的要
求。一道与近代史有关的作文题，会贯通过去、现在和未
来；一道与抗疫有关的题目，能书写出精神、力量与气概；一
则漫画性质的题目，是感性、知性到理性的上升……如果仅
从一道道作文题目本身去看，写时难免言之无物，而看到考
题背后的深意，在各种关联中把握丰富内涵，方能“天高任
鸟飞”。具有开阔的思维方式，不仅会决定考生在考卷上写
下怎样的文章，且不夸张地说，甚至能够看出这个学生在今
后如何与世界相处。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经说过：“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
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考场上那寥寥数百字，其实也是在探
问考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如何打量所处的世界与时代，是
否清楚每天发生和改变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与改变、给你带来
何种感受、你又能否跟上步调，都会在笔端不由自主地流露。
须知，这种种思考并不是成人世界的专利，同样也属于求知欲
强烈的少年时光。

一道道高考作文题目，其实也可以视作一个个人生之
问。交卷铃响时，这篇考试文章确实要写完，放下笔，生活的
考试还未结束，还需要用今后的时光去思索与实践，而这篇
“人生作文”能取得多少分，远比今天的分数更加重要。

只需在水箱中放一个盛满水的塑料瓶，就能减少马
桶的用水量；在天气阴凉时浇花，既能减少蒸发浪费，也
能让花草喝足……生活中人人都可以成为节水“智多
星”，只需多一些小妙招，多一点巧心思，就能为构建节水
型城市出一份力。

节约用水不能只停留于“关紧水龙头”这类举
手之劳上，而要更主动一些，在细微处节流节约，
把水资源利用好。这和与人交往的道理一样，“用
心”才能证明我们的珍惜重视。我市节水型居民
小区覆盖率已超 4成，很多市民和企业在千方百计
节约用水：梅江芳水园小区建设了直饮水、自来
水、再生水三套管道供水系统，居民李绍芹说，使
用再生水冲厕所，可以节省近 2/5 的用水量；某连
锁餐饮公司的所有门店都安装了节水龙头，在每
个餐桌上摆放“节水小妙招”，顾客出示自己节约
用水的图片或者小举措，可以享受就餐赠送果盘
的小奖励……时时刻刻把节约用水记在心上，就能
生发节水妙想。譬如，空调的冷凝水可以回收利
用，喷泉中可以加装循环管道，收集用过的喷泉水
浇灌绿地。

节水的小妙招并不难做到，也不是妙招都要出新
出奇，关键在于树立节水意识，肯为节约用水而选择牺
牲一些方便，做好自家用水的“守门员”。譬如，收集淘
米水、洗菜水冲厕所，自然不如直接让它们流入下水道
方便。但正如中北镇假日风景社区的李兆兰阿姨所
说，她在家中洗手池、洗菜池旁放个小盆，收集废水用
来冲马桶、擦地、浇花，每月可节约一半用水量。别小
看一家一户的“微薄之力”，只要每个人都愿意牺牲一
些便利，多付出一分坚持，众人的力量就能汇聚成江河
湖海。

在节水这件事上，付出和回报总是成正比的，当我们
选择更为主动地珍视水资源时，也能得到水资源更为长
久的“陪伴”。

“杂草嘛，没什么可怕的！”曾有农民这样回答南开大学
教授李正名。恰恰是这样一个看似“没什么可怕的”杂草，
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达 10%—40%。由于农药创制风险
高、投资大、周期长，很多人望而却步，而李正名却毅然决然
地“躬耕陇亩”，带队创制新农药。他常对学生们说：“我们
做研究，不是为了发表文章，而是要接地气，真正将我们的
理论回归于民、用之于民。”
“回归于民、用之于民”，这话令人深思。科技创新面临

的课题千千万万，到底该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有人奔着热点
去，有人抱着发论文、评职称的心态研究问题，可能也会出
一些“短平快”的成果，但急功近利所获得的成果往往浮在
表面。搞科学研究，就要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问
题”或触及事物本质和核心，或着眼于国家需求、社会需要，
或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等。发现并研究真问题，科技创新才
能有所收获、有所突破。

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就要甘于坐冷板凳，勇于
做栽树人、挖井人。比如，当前我们面临的很多“卡脖
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
的东西没有搞清楚。而基础科学研究好比一座大厦的
“地基”，研究真问题就是要不断夯实这一根基，往往需
要大量、长期的精力投入，这就需要沉下心来，探究来龙
去脉，而不能盲目跟风。只有把真问题研究明白了，才
能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从而带来“从 1 到 N”的枝繁
叶茂。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袁隆平、屠呦呦、南仁
东、钟南山……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之所以令人崇敬，不仅因
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攻克着一个个“不可能”，更因为他们
真正“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离“短平快”远一些，造福社
会、惠及于民，才是真的研究问题，也才能让“真研究”实现
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占用休息日，谁乐意去啊”“尽玩一些尴尬无聊的游戏”
“集体活动变成集体拍上司马屁”……近日“年轻人为什么如
此反感团建”这个话题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许多留言有抱怨，
更有无奈。

团建，是团队建设的简称，本来是指通过一些激励性方
法，增加员工之间的信任与协作，实现团队战斗力的提升。不
过在一些企业，团建似乎意味着集体喊公司口号、推杯换盏
“联络感情”，除了组织者比较尽兴，其他人根本提不起神，有
的甚至把向心力变成了离心力。

其实，就像许多网友所说，他们反感的不是团建，而是走
了样的活动。培养团队精神的关键，是要充分调动每个人的
积极性，增强凝聚力，让大家为了同一目标展开优势互补的合
作。科技变革的年代，当别人已经采用大数据、心理分析等科
学手段去加强团队建设的时候，一些企业还热衷于简单粗暴、
不知所谓的方式，有的甚至采取台风天组织员工蒙眼登山等
极端方式，激起的就不仅是反感了。

有“世界第一CEO”之称的杰克·韦尔奇曾说，管理者要让
员工发现和看见自己工作的意义。真正的团建，其作用也正在
于此。员工是有血有肉的人，有自己的追求与梦想，也有不同个
性与观念，与企业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捏合到一起，过程会很复
杂。因此，进行团队建设需要深入思考、仔细设计，着力打通交
流互动中的堵点，找到产生共鸣的路径，形成提升绩效的合力。
许多知名企业就是在这样的探寻中，形成或巩固了企业文化。

■ 张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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