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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坚定

不移增进民生福祉，着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

对话人：
孙明增 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李 娜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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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步于差不多
——多一点较真的劲头③

■ 金之平

算法不是算计，“信息茧房”可休矣

■ 闫丽

敢变真变
让创新因子“活起来”

■ 朱绍岳

热点观察

念好防沉迷“紧箍咒”

■ 张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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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和群众打交道
■ 王语泽

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人

民”二字重千钧。自诞生之日

起，我们党就把“人民”写在旗

帜上。不负人民，依靠人民，是

我们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力

量所在，也是我们党始终生机

勃勃、充满活力的源泉所在。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

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

打灯笼访贫农。”这首流传至今

的山歌，生动展现了中央苏区

干部的优良作风。无论环境多

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苏区干

部始终心系群众、一心为民。我

们党之所以能一路攻坚克难，不

断书写新的辉煌，靠的就是千千

万万党员干部始终与人民休戚

与共、生死相依。不负人民的崇

高追求和深厚情怀，是共产党人

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写照，也是

我们党赢得人民信任、得到群众

支持的关键所在。

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

的是人民的心。心中有民，满

怀感情地为民服务，把群众的

安危冷暖时刻放心上，才能得

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

革命战争年代与人民群众“有

盐同咸、无盐同淡”，到如今社

区党员干部“交心夜话听民声”

“早看窗帘晚看灯”……一代代

共产党人始终牢记初心，把为

民情怀作为自己奋斗的动力，

解民忧、暖民心。

不负人民，是一以贯之的

价值理念、深厚情怀，是无论付

出多大牺牲和代价都始终不

渝、毫不动摇的实际行动。

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

宁河区廉庄镇西岳村党支部书

记李广丞带领村干部替村民跑

腿办事，每天中午，他放弃休息

时间，到镇政府集中代办，风雨

无阻，一年多来累计为老百姓

代办600余件大事小情；“群众

的信任比金子还珍贵，群众信

任我，我就要把群众的事情做

好”，河东区天泉里社区党委书记杨玲一心扑在工作上，通过设立

错时上下班服务机制、党员先锋岗等形式，切实为居民解难题、办

实事……可以说，想人民所想、为人民解难，多和群众“摸爬滚打”

在一起，在实际行动中创新工作方法、增强服务本领，让群众得到

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就能够收获群众真心“点赞”。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展现了

党的重托、人民的期盼，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使命责任。不

负人民的豪情壮志，也必将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担当

履责、无私奉献，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书写新的辉煌。

李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群众需求也在发生
新变化。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
保障……新生活里有新期待。您如何理解“高品质生活”
的内涵？

孙明增：高品质生活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集中

体现。从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已经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这是理解“高品质生

活”的根本依据。“高品质”的界定是建立在满足需求升级

基础上的，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需

求，不仅要求数量，更要求质量，从注重生存需要向发展需

要转变。用更宽的视野来分析需求变化、重视新需求，使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这样的价值导向对推动人的全面发

展、社会全面进步，包括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李娜：创造高品质生活，离不开发展这把总钥匙。天
津着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等，用发展的“高质量”回应人民对
美好生活需求的不断“升级”。换言之，创造高品质生活，

也是在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孙明增：高质量发展是高品质生活的实现路径，没有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便无从谈起。当前，经济社会发

展中，还存在低端产品和服务供给过多、市场供给不适应

群众需求新变化等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要求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各

方面各领域。天津提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

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打

造现代都市型农业升级版等目标任务，就是要从根本上

把结构调过来、功能转过来、质量提上来，用高质量供给

满足、引领、创造高品质生活需求。

李娜：“高品质生活”是面向所有人，与“共享发展”存
在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从就业到医疗，再到教育、养老等，
在创造高品质生活的过程中，考验着推进“共享”的智慧。

孙明增：“共享”就是人人享有。而实现“共享”的前

提，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做优，指向的是生产层面，其次要

把“蛋糕”分好，说的是体现公平正义的分配。从某种意义

上讲，“蛋糕”分得好是关键，既要提高教育、医疗、交通等

普惠性供给质量，也要看到百姓在养老、体育、文化等方面的高

层次需求，做到精准对接。比如，拓宽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渠道

和覆盖面，构建系统集成、高效协同的养老服务支撑体系，打造

高品质文化产品服务，都是需要不断深耕的共享内容。

李娜：用高质量发展的“画笔”绘就百姓幸福生活美景，看
“怎么想”的思路，更看“怎么干”的力度。锚定高品质生活努
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要脚踏
实地，又要敢于放开手脚，干出实效。

孙明增：“怎么干”是实践内容，对应的问题都是具体的。

脚踏实地，要求把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办好、办实，它和“放

开手脚去干”的目标指向一致，从根本上讲都是如何抓落实的

问题。政策、举措出台是指导性的，很多时候针对的是一般性

情况，但现实中需要解决的常常具有多样性、个性化特点，这

时就要把握“让百姓满意”这个标准，敢于创新和突破。譬如

“向群众汇报”制度、“海河夜话”实践活动，以及全生命周期服

务企业等，就很有成效。高品质生活的内涵和要求是不断发

展变化的，创新也是应对变化的创新，一个是目的，一个是手

段，相得益彰。

干工作，“做完”与“做好”差的是较真，后者要求更

高、目标更明确。

做事不满足于一般化，不止步于差不多，主动往深处

走、往实处去，这一过程本身就蕴含着较真的精神。俗话

说，不是地下没有水，而是你挖得不够深。愿意深入了解

情况，敢于“打破砂锅问到底”，把深层次的问题挖出来并

解决掉、解决好，才算是把工作做到了家。

事物的质变，源于微小的积累，细节往往关系成败。

相较于做完工作这一基本要求，把工作做好，意味着标准

更高、难度更大，唯有多一些较真劲头，不留死角、不打折

扣，才能向前精进一步。“每个实验成果要重复20次以上

才算成功”，被誉为“中国工业结晶之母”的王静康教授，

精益求精、严谨务实，几十年如一日地奔走于实验室和生

产一线；航天零配件的加工生产精度要求是0.01毫米以

内，为了保证工艺和质量，对“毫厘”较真，成为“海河工

匠”李晓宝的工作常态……以一丝不苟的态度把工作落

实落细，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才能把工

作做深、做精、做透，使工作朝着一流水平迈进。

做好一项工作，既要有较真的想法，也要有较真的办法。

如果说不回避问题、敢啃“硬骨头”的较真劲儿是一种态度，那

么把问题背后的原因研究透彻，在思考和总结中不断同自己

较劲，就是注重方式方法的一种体现。企业群众办事遇到“卡

壳”怎么办？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服务机制，设立“办

不成事”窗口，采取闭环管理的方式专门为群众办理“办不成

的事”；社区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该如何解决？西于庄街道

全体党员干部不推不躲、直面问题，把群众诉求列成“清单”，

用展板进行公示。可以说，无论是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

析，还是创造性开展工作、摸索行之有效的办法，本质上都是

在较真、都是在追求卓越。有了把问题“当回事儿”的想法和

态度，有了灵活处理难题的能力和办法，就能攻克难关、有效

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把工作做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

尤其要注重细枝末节，尽力做到稳妥全面地处理问题，只有这

样，较真的意义和效果才能更好体现出来。

很多人上网时都有这样的感受：看了一个养生短视

频，养生产品的推送就占据了首页；读了两篇家具文章，

关于装修指南、房屋设计的推送就接踵而至；在社交平台

与朋友聊几句扫地机器人，相关广告就出现在朋友圈里

了……我们不禁要问，从“我想看”变成“要我看”，算法究

竟是便民利器，还是编织“信息茧房”的流量收割工具？

算法，也要有价值观。近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互

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新规明确，算法提供者不得利用算法屏蔽信息、过度

推荐、操纵榜单或者检索结果排序、控制热搜或者精选

等，干预信息呈现；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

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

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优化算法推荐服务

机制，积极传播正能量，促进算法应用向上向善……“向

上向善”应该是、也必须是算法的底色、根本价值观所在。

算法，本意是指计算的方法，互联网服务提供者通过

大数据计算，从而更精准便捷地提供产品或服务。据不

完全统计，当前基于算法的个性化内容推送已占整个互

联网信息内容分发的70％以上。互联网平台“比你自己

更懂你自己”，越来越能抓住“用户的心”。然而，一旦技

术滥用，又会如何？用户渐渐走入“信息茧房”，时不时就

成了为热搜贡献流量的“工具人”；而电商平台过度收集

用户信息，并基于用户购物习惯量身定制价格，导致老客

户的价格反而会比新用户更高，“大数据杀熟”等乱象就

凸显出来。

算法作为一种技术应用，本身并无好坏之分，问题出在人

身上。算法的设计者、操作者，是否有原则底线、有价值判

断？是坚持服务导向，提供高品质供给，还是奉行“流量至

上”，操纵用户？这关乎的不仅仅是用户利益、平台发展，更关

乎社会的健康有序，这是一笔长远发展的大账，必须算明白。

算法决定了供给内容，引导用户，也塑造用户。正如一位

专家所说，“算法技术也要讲价值伦理，要把人之为人的一面

当作技术本身来考虑。”任何服务，最终目的都是让人的生活

更便捷、更美好。技术以人为本，要以“人”为尺度卡住“技术

的负面”。对于算法推荐，用户有说“不”的权利，这一点很重

要。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平台不能“缺位”，坚持正确导向，将

“向上向善”价值取向、用户高品质追求作为关键标签纳入算

法设计之中，让服务真正向“人”看，而不是仅仅向“钱”看。如

此，算法才能惠及用户，服务社会。

新学期到来，家长们纷纷欢呼“神兽重新归笼”

时，国家新闻出版署又送上了一份“大礼包”：《关于进

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

知》印发。这一被称为“史上最严”的规定，从极力压

缩玩游戏时长、严格落实实名制等多方面入手，要求所

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至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

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所有网络游戏

必须接入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

系统，以此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令人拍

手称快。

近来有调查报告显示，有的孩子每天玩游戏时长达

到15个小时，有的因此性情大变，出现暴躁、说脏话等现

象，还有的患上身体疾病，让人触目惊心。此次防沉迷规

定出台，意在从源头死死把住关口。

沉迷网络游戏是社会性问题，念好防沉迷“紧箍咒”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譬如一些人为了牟利，出租成年

人游戏账号给孩子，如何堵住这样的漏洞？考验的是各

方智慧。应用商店也好、社交平台也好，各种渠道携起手

来，加大封禁力度，不给租账号这类灰色产业生存空间，

才能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合力之中，家长的力量最不容忽视。有些家长平时

并不禁止孩子使用手机、电脑，有的也不大管孩子玩游

戏，久而久之，就容易为沉迷行为开绿灯。因此，与其寄

望游戏平台整日“巡检”，不如在家庭教育中就建起第一

道防线。我们不能抹杀孩子的爱玩天性，但要保证这种

天性在绿色、健康的环境中生长。多方共同发力，既有严

格的监管，又有循循善诱，才能让孩子与网络游戏之间形

成良性的互动，玩得有趣、玩得有益。

我们常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来形容一个人遇事观察

全面，做基层工作也应如此。

基层工作无小事，把每件小事都当成实实在在的大事去办，

正是党员干部爱民为民之心的体现。“一枝一叶总关情”，看看居

民的吃穿住用行，听听百姓发了什么“牢骚”，就能知道群众关心

的是什么，知道群众对基层的工作满不满意。在一次定期开展

的“圆桌会议”上，河北区镇宜里社区居民反映，附近一条主干道

没有路灯，给夜间行车和居民安全带来隐患。社区工作人员了

解情况后，很快就协调有关部门安好了路灯，居民的出行安全问

题得以解决。把百姓需求放在心上，基层干部就要练就一双善

于发现问题的“火眼金睛”，要有善于倾听心声的“瞽旷之耳”，耳

聪目明，为群众服务就能找准方向。

学会观察倾听，也要学会沟通交流。语言的背后是情感、

是能力，和群众打交道，少不了嘘寒问暖，少不了向群众汇报，

有沟通、有交流、有作为、有实效，基层干部和群众才像心贴心

的一家人。民宜里社区党委书记王炳坤，看到居民冒雨外出打

乒乓球，察觉到大家对运动场地的迫切需要。她积极与占地种

菜的居民协调沟通，腾出了小区里的一片空地，使体育园最终

得以建成。从发现需求，到倾听百姓意见，再到和百姓沟通腾

地建园，基层干部用好了眼睛、耳朵和嘴巴，更把工作落到了实

处，做到了言行如一。

唯有擦亮眼睛、竖起耳朵、张开嘴巴，多听多看多交流，党员

干部才能对群众所思所盼感同身受，把为民服务做细、做实、做好。

进入天津长芦汉沽盐场，道路两旁的卤水结晶池在阳光照射

下，呈现出深红、浅红、红褐、咖啡、巧克力等多种颜色，形成如调色

盘般的七彩盐田；堆积起来的盐坨，远远望去犹如皑皑雪山……想

得到吗，这里如今成了游客们的网红打卡地。

“制盐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属于传统产业。要跳出原有

的发展路径，就必须拓宽视野，主动求新求变。”天津长芦汉沽盐场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焕岭说。

变的是形式，更是思路。除了“盐田旅游”，长芦汉沽盐场还实现

了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蕴含丰富营养的盐田，成了对虾等水产养

殖和维生素泡腾片等大健康产品的“新车间”；结晶区旁的直营店里，

盐场生产的洁面盐乳、沐浴盐、洗衣液、海盐口腔喷雾等新产品琳琅

满目；最近，盐场又结合当地良好的风能资源优势，与相关企业进行

对接，实施风力发电机的吊装工作……从日化用品到新能源产业，企

业发展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各个领域。“华丽转身”的背后，是思维之

变、路径之变，涉及的是产业链的立体之变、全局之变。

我们常说，要以变应变。对于企业来说，这个“变”，既是要在

纵向上不断延长产业链，持续把企业的附加值做大、将企业的朋友

圈扩大，还需要在横向上深挖不同产业的协同潜力，推进传统产业

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深度融合、一二三产业实现紧密抱团，从而

焕发出新的更大活力。

天津长芦汉沽盐场的故事只是我市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缩

影。北辰区西堤头镇赵庄子村将农田林地与文旅路线“穿珠成

链”，推动生态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紧密融合，让农村发展有

了产业支撑，让农民得到了真正实惠；西青区王稳庄镇在推动第二

产业提档升级的同时，依托“鱼米之乡”的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将其打造升级为集生态、宜居、旅游三位一体的现代都市型观

光农业……可以说，“变”是全方位、立体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求

新求变的过程中，用好发散性思维，将创新创造的理念辐射到方方

面面，能够带动更多创新因子活跃起来，促动发展实现更大突破。

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动”起来是关键。无论是启用新技术、布

局新业态，还是用好发散思维、辐射更多产业，都需要通过具体扎

实的各项举措，把思维理念上的想变、要变，变为具体行动上的敢

变、真变。将“变”字贯穿发展的始终，在创新上抓出力度、抓出深

度，才能在乘风破浪中行稳致远。

施然画

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