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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守住“绿”才能用好“绿”
■ 朱绍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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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丽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

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对于奋进新征程、再创发展新
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对话人：
张 健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张 玥 本报评论员

会客厅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视线

赢得群众点赞的“密码”
──多交几个基层朋友⑥

■ 金之平

一颗鸡蛋的力量有多大

■ 王雪妍 王语泽

打败“拖延症”，靠的不是“监督师”接过“接力棒”
一生跟党走

■ 李娜

热点观察

仲夏时节的太行山郁郁葱葱，见证
着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毕生付出。
1981年，李保国在河北林业专科学校毕
业后留校任教，上班仅十几天，他便扎
进太行山，搞起山区开发研究，这一扎
就是30多年。最终用科技为140万亩
荒山披绿，带领 10万农民脱贫致富。
这位“太行山新愚公”用毕生奉献与执
着，有力诠释了什么是“把论文写在祖
国的大地上”。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坚守的是为国
为民的信念。“脱贫为科研出题，科研为
脱贫解难。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
什么。”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让
科技创新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需要、人
民的利益同向同行，这是李保国的格局
和胸襟，也是广大共产党员的不懈追
求。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点上，新时代向我们提出新问题：如何
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如何加快
培育产业集群，让制造业发展再上新台
阶？如何让乡村更美、人民生活更好？
回答好这一个个时代之问、发展之问，需
要无数汗水的汇聚、众智众力的凝结。
融身时代大局，在为国为民中彰显知识
力量、实现人生价值，广大党员大有可
为，也大有作为。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离不开创新
探索。科学研究是创新拼搏、追求卓
越的过程。如果说为国为民的精神激
发了科研工作者躬身田野的情感力
量，那么探索创新精神激发的则是创
造性开拓未来的理性力量。创新永无
止境，如何持续创新？袁隆平回答：
“书本里长不出水稻，只有田里才长得
出水稻。”为了找一棵雄性不育株，他
曾在湘西稻田里一株一株翻阅，花两
年时间找到6株，经过实验，开启了杂
交水稻科研的大门。只有像一粒种子
一样投身实践、献身基层，保持淡泊名
利、勇攀高峰的持续探索和创新，我们
才能收获丰硕果实。

能不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检验的是科研态度，是实践精
神。李保国一生最得意的是“把我变成了农民，把农民变成了
‘我’”。同样，“把科研做到菇棚”里的天津农学院教授班立桐，20
多年坚持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被村民亲切地称为
“地头专家”。事实证明，沉甸甸的研究成果只有扎根在实践土壤
里，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

电视剧《山海情》中有这样让人泪奔的一幕：作为世界知名专
家，凌一农帮助闽宁镇村民们完成了菌菇发展任务后，本计划悄
悄地离开，但推开大门却看到拎着东西、依依不舍成群送行的村
民。胸怀祖国和人民，勇于探索实践，在广袤大地上书写科技进
步、创新发展的传奇，我们就会在人民的真心拥护中，走向更广阔
壮美的未来。

张玥：越是深入学习党史，越深知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认识透彻这几个根本问题，能够找到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密码。

张健：深入理解三个“来之不易”的内涵，就能找到三个
“为什么”的答案，反过来，深入思索三个“为什么”，又会加
深对三个“来之不易”的理解，从而深刻认识到，只有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才能完成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面对的两大历史
任务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才能使近代以来饱受磨难的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富起
来、强起来并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进而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
个认识过程，就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的过程。

张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历史已
经反复证明，党之所以能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从党史中汲取前进
力量，首要的就是感悟思想的伟力。

张健：毛泽东同志当年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
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中国共产党在伟
大斗争中，从无数惊涛骇浪中一路攻坚克难走到今天，首先

是靠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将众人凝聚在一起，同时坚持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实践基础上的
理论创新回答了前进道路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领
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这就是思想的伟力所在。感悟思想伟
力，要求我们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自觉，从世界观、方法论
层面，深入学习掌握蕴含在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新鲜经验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发扬理论联系
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张玥：理论与实践是不可割裂的。党始终以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
机遇，每到重大关头，总是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掌握历史
主动。您认为对今天而言，其中的启示意义是什么？

张健：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需要在总结历史
经验、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认
识长期大势、抓住主要矛盾。比如在当年的长征途中，正是
由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
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因而能够将长征的大方向
与抗日救亡的大方向结合到一起，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策略方针，由此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
战争的战略转变，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站到了抗日救亡运
动的最前沿，并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赢得了人民群
众的广泛支持。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依
然要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抓住主要矛盾，深刻认识科技创新
已经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勇于自主创新和原始创
新，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掌握发展主动权。
张玥：历史、现实、未来是贯通的。党史这部大书可以说

为今天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启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面临许多新的机遇与挑
战。总结运用好党的历史经验，才能更加坚定有力地前行。
张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

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必须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这也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进程
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形成的优良传统。革命战争时期的根
据地建设、大生产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独立的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靠的都是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今天的时代条件虽然有所不同，但无论国际风云
如何变幻，我们的方针一定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力
更生也始终要成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
点，这就是历史经验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群众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
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可以说，交基层朋友，与群众交
心，重在一个“实”字，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就是赢得
群众点赞的“密码”。

工作成效，事关百姓切身利益，也最能让群众感受
到诚意。透过河西区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平台的大屏
幕，为老年人配备的“一键呼叫设备”“智能外呼机器

人”等运转情况一目了然，通过平台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精准
服务；咸水沽镇的社区志愿者摸排辖区老人助餐需求，为行
动不便、有需求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为方便广大患者
在工作日不用请假，晚上下班后也能找到知名专家就诊，天
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开启知名专家夜间门诊就医模式……一
项项为民便民举措无不是从百姓现实需求出发，让群众看
到变化、得到实惠。与群众交朋友最忌“口惠而实不至”，不
走过场、不装样子，在解决问题中用“实效”力求一个个让群
众满意的结果，如此为民的诚意越足，就越能打开基层朋友

的心扉。
干事成效始于想干事的态度。为什么“向群众汇报”制

度赢得群众点赞？因为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态度上尊重
群众，在工作上依靠群众，一心奔着解决问题去。这是一颗
为民的真心使然。如果对群众感情不深，即使能力再强，遇
到困难和挫折，也难免在办事成效上缺斤短两；把群众放在
心坎里，群众想什么、盼什么，就抓什么、干什么，不遗余力、
不打折扣，方能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

情感因外化于行而更具厚度。走到群众中去，把真实
的需求摸清，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研究确定重点项目清
单，将群众所愿、所盼作为工作抓手和着力点，真抓实干行
动起来，用扎实的步伐换取实际成效。

交朋友不在一时，谋求实际成效自然不止于一事，
而是指向长时段和对于每件事的坚持。秉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的理念，时时瞄准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的方向，事事抓住事功做文章，始终将求真务实的作
风挺在前面，当实绩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中不断显现出
来，势必与群众的心越贴越近、越贴越紧，与基层朋友的
感情越处越深。

想减肥，却管不住嘴；想考研，却总想打游戏。定了目
标，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是一种啥“症状”？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曾面向全国199所高校大学生展开调
查，结果显示，97.12%的学生认为自己有或偶尔有“拖延症”。
就连吃晚饭，有人都能拖到晚上9点，再饿也“拖”不动习惯性
“床上瘫”的自己。“拖延症患者”不善于管理时间，自制自控力
较差，不断推迟要做的事，很容易产生焦虑、沮丧、不思进取等
负面情绪。“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既然这么多，不妨再拖
拖。”这个网络段子形象道出了他们的心理状态。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如今，在一些电商平台，针对拖
延症提供“监督服务”的店铺越来越多，监督内容五花八门，
学习、戒烟、早睡早起、完成工作……“自律监督师”应运而
生，而且生意很火爆。

然而，“监督师”的监督毕竟是一种他律。真正能成事、
成才的人，靠的是自律，而不是依靠他律约束自己。李嘉诚
有句名言：“成功秘诀就是我的手表比标准时间快10分
钟。”时间从来都是公平的，谁也不可违逆时间行走的规律，
但能成事的人都善于利用时间，不浪费一分一秒。

提高时间利用效率，与其说是管理时间，不如说是管理

自己——自律。有人之所以陷入边拖延边焦虑、边焦虑边懒
散的怪圈，就是因为没有自我管控能力，缺少意志力，不能严
格要求和约束自己。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怎么可能干
成大事？如果想通过自律实现目标，既要有“逼一逼”自己的
狠劲，更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笃定坚持，否则，自律就是
一句空话。晚清名臣曾国藩既无显赫家世，也无过人天赋，7
次才考中秀才，后来他能取得非凡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几十年如一日，进行自我管理。从他的“日课12条”中可窥
见一二，比如一本书没有读完，绝不会打开第2本；根据事情
轻重缓急安排时间，“恒”和“勤”成为最具标识的字眼……
“哪有什么人生开挂，只不过是厚积薄发”。克服散漫

慵懒，不让理想止步于“三分钟热情”，最需要持之以恒的毅
力，做到百折不改其志、千苦不退其愿，哪怕是在一件微不
足道的事情上，也不要轻易放纵自己。在坚持自律中，养成
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才能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成
就精彩人生。从这个角度说，自律也是对人生目标的管理，
是对人生价值观的明确，甚至是思维方式的改变。一个人
只有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坚持做正确的事，努力实现
目标，才算真正成了自己的主人。

打败“拖延症”的，不是“监督师”，而是你自己。改变，
从现在开始。

绿色生态是宝贵资源和财富。只有把生态环境保
护好，才能把生态文明建设好，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
致远。

曾经的北闸口镇前进村，“晴天一身土，下雨两脚
泥”，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而如今，阡陌纵横、禾苗摇
曳，亭台水榭、游人如织，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翩翩共
舞”……是什么让前进村从“后进”变为“前进”？

华丽转身的背后是理清了发展脉络。以绿为底、向
绿而行，前进村确定发展思路后，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和村庄综合提升改造，并积极探索“社会资本+村合
作社+农户”模式，围绕绿色生态发展产业，提升绿色产
品的附加值，发展都市休闲生态农业，将更多村民与生
态“捆绑”起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有
机融合。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关系。围绕绿色生态做好发展文章，并不意味着眼光和
思路仅仅局限于保护生态本身。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所
在，是将资源的有限性与发展的无限性结合起来，从更多

维度、更宽视野去发挥其内在效益。
北辰区的赵庄子村曾经也是困难村，位置偏、土质

差、粮食产量低，村里又缺少企业，村民的收入只能顾
上温饱。经过反复研究，村里决定充分利用周边得天
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把眼前的“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他们把从村民手中流转过来的几千亩鱼塘
打通整合，并联合社会资本，打造出集休闲观光、生态
保护、文化传承、健康养老于一体的特色渔业田园综
合体。生态优势带动经济发展，为赵庄子村注入了新
活力，打通了新的发展路径，也给村民带来了更多的
就业机会，收入比起过去单靠种地、养鱼的收入翻了
几倍。

依山傍水的蓟州农家院生意越来越红火，许多曾经
“走出去”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主打产业集约建设的智慧
能源小镇，正在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的新样本……实践一
再证明，坚持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能够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守住“绿”，才能用好“绿”，让绿色成为发展的主打
色，津沽大地就会愈发绚丽动人。

一颗鸡蛋的力量有多大？浙江省常山县教师张黎明每
天坚持为学生煮蛋，一煮就是10年。最近，张老师退休，他
的煮蛋“事业”也有了接棒者。
爱与温暖，就是一种力量。张老师带的班里都是体育特

长生，学生家长又多在外打工，为保证学生营养跟得上，“煮
蛋”看似微不足道，却足够暖心，从中窥见的是一位老师对
学生发自内心的爱。对于学生而言，老师不仅是“传道授业
解惑者”，更是以德化人者。就像一位教育家形容的那样，
“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灵也能苏醒；教师的
爱是融融春风，即使冰冻的感情也会消融”。
有爱的教师，所作所为本身就是一堂无形而有力量的

课。“燃灯校长”张桂梅，坚守贫困山区数十年，为了毕业班
的孩子，她拖着病体坚持上课，为了帮助困难家庭学生，她
节衣缩食；河南南阳小学教师张玉滚，扎根深山17载，白天
当老师，晚上当家长，掂起勺子能做饭，拿起针线能缝纫，愣
是练成了“十八般武艺”……看似平凡的他们，在学生心中却
无比崇高，早已被视为人生榜样。“我长大后必当恪尽职守，
为更多的人服务，像老师一样无私奉献。”一颗颗向善的种
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在学生心中种下。

教育的本质，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也是一个心与心交
流、情与情互动的过程。将教育的课堂延展开去，言传身教
的人格魅力，同样是育人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如同“煮
蛋老师”张黎明一样，他们点亮的是学子的心灯，照亮的是
他们前行的道路。

“佩戴着这枚纪念章，享受的是一份荣光，感受的是一种厚
重。”近日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现场，我市77岁的
军休干部唐晓云激动地说，“只要人健在，奋斗无尽期！”

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是见证，更是引领，见证着老党员们在党
言党、在党为党、在党爱党的半个世纪，更引领着年轻党员主动向老
党员学习，续写这份无上荣光。“光荣在党50年”记录了一个共产党
人的成长岁月，也铭刻着“一生跟党走”的奋斗足迹。

每一位老党员都是一部“活党史”，他们的人生经历虽各不相
同，却映照着共产党人共同的信仰信念和价值追求。党龄53年的
王维栋从部队退役后，创立北门医院，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军民一
家亲”；党龄65年的陈予恕，耄耋之年仍脚踏三尺讲台，他说，“我
总是觉得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做的事情太少、太少了”……他
们虽身处不同领域、经历不同考验，却甘于奉献、不懈奋斗，用“光
荣在党每一天”的初心、“几十年如一日”的恒心书写着对党和人
民的忠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前浪”的精神力量激励着“后
浪”的责任担当。新一代党员干部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有人在
抗疫前线喊出“我是党员，我先上”；有人甘坐科研“冷板凳”、努
力攻关“卡脖子”难题；有人奔赴农村和边疆为脱贫攻坚贡献力
量……他们自觉接过老党员们手中的“接力棒”，在各自岗位上
创造新的荣光。

精神的传承，既有责任的传递，也有信念的坚守。把“做合
格的共产党员”作为一生的标尺，沉下心、扑下身、扎下根，广大
党员干部要在实际行动中赓续这份无上荣光，书写共产党人初
心不改的奋斗篇章。

外卖点餐环节的餐饮浪费问题不容小
觑。近日，国务院食安办等五部门联合发布
公告，要求餐饮外卖平台要以显著方式提示
消费者适量点餐、理性消费，向社会释放出
狠抓线上反食品浪费的信号。这一举措有
利于减少外卖领域的食品浪费，形成反食品
浪费的责任闭环，实现反食品浪费机制的全
覆盖。

施然画

■ 赵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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