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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之变 发展新机
“双碳”工作不是单一的能源、气候环境问题，而是一个影响广泛的经济社会问题，

势必对今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深入理解“双碳”带来的深刻变化，有利于抢抓变革
带来的机遇，握住发展主动权。

对话人：
邵超峰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张 玥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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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不停地提高
——发扬“挤”和“钻”的精神②

■ 金之平

劳动不是“打打卡”装样子
■ 闫丽

怎样成为一颗“金种子”
■ 李娜

热点观察

“找准线头”
才能解开“疙瘩”

■ 王雪妍

知与行

“柳暗花明”背后
■ 王语泽

“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

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

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

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

顾？”科学家黄大年生前谈起邓

稼先时，曾提出这样的问题。

毋庸置疑，黄大年做到了。他

像邓稼先一样，海外学成归国，

也像邓稼先一样，把一切献给

了他所热爱的事业。

为了国家的科技进步，黄

大年不分日夜地带队攻关，出

差时也只在晚上赶路，为的是

不耽误白天工作。科研项目进

展神速，但黄大年的身体状况

却每况愈下，对此他毫不在意：

“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

地掩埋。”从邓稼先到黄大年，

一代代科学家矢志报国的爱国

情怀，为科学家精神注入了丰

富的内涵。他们为了国家的繁

荣富强，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融入祖国的伟大事业之中，用

行动诠释着心中那份深厚的家

国情怀。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中，爱国是鲜明的底色。铁人

王进喜和工友们以“宁可少活二

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

顽强意志，甩掉了中国“贫油”的

帽子；“两弹元勋”郭永怀，在即

将坠落的飞机上，和警卫员用身

体护住了国家绝密资料……爱

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

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

之本。我们常讲，做人要有气

节、要有人格。气节也好，人格

也好，爱国是第一位的。这种灵

魂深处的情感力量激励着无数

人，把对这片土地的爱与眷恋转

化为行动和奉献。

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载人航天精神……爱国，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把自己的理想同

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

奉献国家。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或许有大小，但每一份力量，只要汇聚

到一起，就能成为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磅礴伟力。在这其中，共产党

员更应成为热血报国的排头兵、急先锋，在各自的岗位上无私奉献，为

了国家繁荣富强奋斗终生，在行动中书写更加浓厚的爱国底色。

在我们的人生乐章中，爱国主义是贯穿始终的五线谱，共产党人

所写下的所有音符，都在这条爱国的主线之上。擦亮爱国奉献的底

色，需要我们练就过硬的报国本领，勤勉敬业、担当尽责,勇做走在时

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张玥：实现“双碳”目标，首先需要理念上有彻底的变
化。无论是生产方面还是生活方面，让绿色低碳深入人
心，才能形成推动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为实现“双碳”目
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邵超峰：“双碳”既会产生约束，也会带来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它约束的是人在生产生活中的行为，即不能无节

制进行碳排放。但这种约束会促进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加

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消费模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新动力，更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各种美好生活需求。我

们的理念要改变，就要学会以约束来增加发展的可持续

性。比如企业改用绿色低碳的工艺流程，会费一番周折，

又或者人们出行尽量减少开车，会牺牲一定的便捷度，但

最终会换来良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新动力。当我们在

各方面都拥有这样的意识，就更利于“双碳”目标实现。

张玥：“双碳”对于生产领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会
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其中既有挑战，更包
含着机遇。可能在短期内，这种倒逼会产生阵痛，然而从
长远看，对于改善产业结构、促进技术创新等，都会有巨
大的推动作用。

邵超峰：天津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围

绕“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定位，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产

业为核心，加快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另一

方面进行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提升，靠两条腿走路，推动产业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实现“双碳”目标不是

一味只扶持新兴产业，把传统产业一“砍”了之，而是要结合

自身情况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一些传统产业，还有不少

改造提升的空间，比如钢铁冶炼过程中产生的荒煤气，经过

加工改造后，可以变成能源进行再利用。

张玥：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除了要促进生产之变
外，推动生活之变也至关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一
些绿色消费习惯，或参与碳普惠、碳足迹等活动，都有助于
打造低碳生活。

邵超峰：每个人都是一个碳源，所以我们要在全社会推

动形成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的方式，营造节能降碳的浓厚

氛围。比如洗完衣服自然晾干，就比用烘干机要减少碳排

放。再比如每节约1千克粮食，也会减少0.94千克的碳排

放。每个人的行动看似微不足道，但是所有人的力量相加，

就足以升腾起改变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而且其

中一些生活行为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行为的变化。比如当

大家都习惯节电，手机生产商就会考虑如何让手机减少耗

电，这又会促进技术革新，让生产进一步绿色化。

张玥：天津拥有低碳发展研究中心，是全国首家应对气
候变化与推动低碳发展的专业研究机构，天津港也已打造
了全球首个零碳码头……打好“双碳”这场硬仗，您认为天
津应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在这场变革中抓住机遇呢？

邵超峰：首先，要用好我们的资源优势，畅通生态产品

转化路径，依托山区、湿地、绿色屏障等自然资源，发展休闲

旅游、文化创意、绿色农业、森林碳汇等产业，替代高能耗、

高污染产业，让生态产品发挥出生态价值，这是低碳背景下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其次，要

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探索更多的实践路径，像已建设成的零

碳码头、零碳建筑，要找出经验及示范推广路径，尽可能地

推广到更多领域。而更关键的，还是要摸清我们的家底，比

如制造业中拥有的低碳优势产业、低碳技术现状和需求是

什么，未来需要在哪些方向上发力。这样就能更精准地制

定“双碳”路径，更充分地调配现有资源，实现系统集成、协

同高效。

学习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劳永逸。只有持

之以恒地努力，一刻不停地提高，才能避免陷入少知而

迷、不知而盲的困境，克服本领恐慌、本领不足等问题。

“太忙就挤，不懂就钻。”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

图书馆的墙壁上，毛泽东同志的这句名言发人深省。保

持一股挤劲，每天挤出一些时间学习，天长日久终有所

得；带着一股钻劲，钻得越透，领悟越深，收获就越大。革

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为了掌握法语，他走路学、吃饭学，花

了5年学懂了法语。新中国成立时，已经72岁的他仍不懈

怠，还给自己制定了一个20年学习和工作计划，激励自己

不断进步。进入新发展阶段，新情况新问题时有出现。想

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离不开

如饥似渴学习，一刻不停提高。

学习，光“动动嘴”不行，还需要多“动动手”“迈开脚”，

把自觉性、主动性化为行动，落到实际中去。把工作的具体

目标任务当作学习提高的重要“知识点”，什么不会学什么，

哪里不懂钻哪里，能力和水平才能跟得上发展的步伐。“现

在焊接技术发展很快，不学习就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勤奋

好学、刻苦钻研，是天津市劳动模范吕永东的一大特点。从

业15年，他始终扎根在生产一线，“痴心”于各种实际问题

与工作细节，一边学习专业知识、一边苦练实际操作，遇到

问题就向有经验的师傅讨教。苦心人天不负，吕永东研发

总结的工艺革新方案得到广泛应用。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检验学习成效的根本标准。

想要避免经验不足、本领恐慌的问题，就不能“按下开始键

等结果”，而是要瞄准目标、奔着问题，结合自己的短板弱项

去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

里手。也只有勇于在实践中同困难作斗争，和难题较较劲，

多到困难大、问题多、情况复杂的地方去摸爬滚打，才能不

断掌握、积累经验，提高服务人民群众、处理实际问题、应对

复杂局面的能力。

带着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和劲头，变

“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一阵”为“学一生”，自我提高的

脚步才会真正“一刻也不停”。

今天，还需不需要劳动教育？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

疑问。现实中，有的家长替孩子打扫教室卫生，有的则摆

拍孩子做家务照片，当作完成劳动教育的“家庭作业”。不

久前，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体力劳动永远不会过时，

即使是在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时代，我们的物质财富、精神

财富，主要是通过劳动创造的”“让学生亲身经历劳动过

程，在劳动实践中出力流汗”，一番话引发社会广泛点赞。

俗话说，不苦不知甜滋味，不劳不懂柴米贵。劳动教

育是学生成长的必经之路。10分钟包出45个饺子，你以

为这是某个饭店的大厨？其实是天津一名小学生；起垄

做畦、平整土地、翻地施肥，你以为是某个干农活的行家里

手？实际上这是天津一名中学生……劳动是真实而鲜活

的，也是有趣而有用的。无论是挥洒汗水，还是手脑结合，

劳动不仅关乎技能获得、习惯养成，更关乎意志品质的磨

炼、责任担当的培养。正如作家路遥所说：“劳动，是人生

的第一堂课。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通过

劳动，孩子们体味艰辛，不仅感受劳动成果来之不易，更收

获责任感、成就感，也正是这些，培养起他们正确的劳动价

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为成长积蓄能量。

现实中，不少家长生怕孩子累着苦着、耽误学习，或把

孩子排除在劳动之外，或让他们“打打卡”“装装样子”，就算

完成了劳动，不仅导致一些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乃

至“高分低能”，还产生了一些孩子不珍惜劳动成果、轻视劳

动的现象。本质上，这是观念的“跑偏”。

劳动教育，家庭是不可或缺的“阵地”，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缺乏生活常识、自理能

力和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全面发展的

人。拿农事来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种持续耕耘的背后

是技艺的提升、规律的捕捉和心性的锤炼。引导孩子主动

劳动，而不是大包大揽、一切包办，让孩子在一餐一饮、一伸

手一弯腰的家务劳动中，在公益活动、志愿服务中，出出力、

流流汗，让劳动化作汗水和智慧，孩子们也就能够更深刻地

领会“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

最近一个名叫《另一种教育》的纪录片火了，日本伊那小学

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尝试，他们从农场借来一头小牛，交给三年

级的学生喂养。计算饲料费用、搭建牛棚、为小牛洗澡、割草、挤

奶、记录饲养日志，甚至后来小牛的宝宝夭折，孩子们还展开关

于生命的大讨论，两年实践让孩子们迈出成长的坚实一步。

教育培养的是独立的人、全面发展的人，如何让孩子们

健康成长？劳动教育这堂课，会给我们答案。

持续进行技术研发，不仅彻底打破机场专用的摩擦系

数测试设备国外技术壁垒，还生产出国际首创的新能源底盘

摩擦系数测试车，使国产设备更具国际竞争力，天津鑫隆空

港科技有限公司成为航空产业细分领域当之无愧的“单项冠

军”，近日入选第一批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名单。

人们在登山时，常常需要借助一些小缝隙作为支点，

一步步向上攀登。经济学中，有人将这些“缝隙”解释为广

阔市场中的盲点，也就是被大企业或龙头企业忽略的某些

细分市场或小众市场。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产业链上的分

工越来越细，而考虑到效率、成本等问题，作为大型企业不

可能把精力分散到所有环节，这就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

了空间。不盲目扩大规模，而是专注做深做细做精，在产业

发展的关键节点上掌握核心技术，是“专精特新”企业的共

同特点。以光伏产业为例，从用于建筑的密封胶，到影响太

阳能光电转换的电池浆料，一些企业发力辅料配料领域，成

为行业中的“单项冠军”或“配套专家”。

在“缝隙市场”里找准定位，不求大而全，力求小而专，

从较小的缝隙切入，成为一些中小企业破题的关键。做到

小而“专”，既是专业化，也是精细化，意味着在产品品质上精

益求精，追求极致。“干企业要有定力，要做就做最好的”“拼

上身家，先坐10年冷板凳”……无论是“高端”如芯片，还是小

到不起眼的螺钉、纸杯，任何一个行业领域，想要拔节生长，

都得有一股子不断向上、力求更好的狠劲。对于很多中小企

业而言，往往因产品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处于产业链供

应链低端，难以形成持续性竞争优势。反观那些脱颖而出的

“单项冠军”，总是专注某个领域的深耕细作，以科技创新为

灵魂，把全部心力都用在了提升产品或服务附加值上。

专业领域选择“窄”，通过专注、深耕，做精、做强、做优，

必须克服诱惑，明确市场边界，发挥极致精神。同时，要在

横向发展层面选择“宽”，要有更宽广的视角和视野。既低

头拉车，也抬头看路，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洪流，

专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进而打造出更具生命力

的强健机体。

今年，我市制定《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度培育

工作方案》，积极引导广大中小企业专注核心业务、打造核

心能力，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有了丰沃的发展土壤，加上苦练内功、努力掌握“独门

绝技”，“金种子”一定会成长为参天大树。

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用别人的技术，难免要看人脸色。购

买国外基片却买到了残次品，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就吃过这样的亏。随后，他们立志自主研发生产线，生物技术专家

们铆足一股劲，把自己“逼”成机械、材料方面的“专家”，实现了“一

专多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柳暗花明”，掌握了免疫“微流控”

全产业链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公司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就要攻坚克难，科研

工作就是要有这么一股韧劲。正如华罗庚所说，如果科学上

的发现有什么偶然机遇的话，这种“偶然的机遇”要给那些具

有锲而不舍精神的人。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失败，善于总结经

验教训，才能走出“山重水复”，迎来“柳暗花明”。

实现科技创新，关键还是自身的创新能力要过硬。天津赛诺

医疗多年来坚持原创，建立起完整自主的核心技术体系，其原创

的冠脉药物支架已经走出国门，可以“到国际巨头的主场和他们

硬碰硬较量”。从确定研发目标到实现成果转化，创新能力体现

于整个流程之中。创新是一个主动求变的过程，锤炼创新能力，

也是在锤炼企业如何应变求变的能力，让企业能在时代变化的大

潮下主动抓住发展机遇。

我们身处一个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今天是先进技术，

明天就可能落伍。依赖于人只会落后于人，企业只有不断向自

身挖掘科研潜力，提高研发实力，主动承担创新重任，才能以更

多更好的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发展新路子。

“我们住的楼靠里，车都停出三排了，出来进去特费劲。”文静里

社区居民刘奶奶曾这样抱怨。一边是老旧小区居民停车难，一边是

附近商业广场停车场存在闲置车位，如何化解这种尴尬？社区党委

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积极联系相关单位，最终，商业广场同意低于市

场价格为居民提供限时停车位，困扰居民多年的问题得以解决。

解决类似停车难这样影响居民生活的“关键小事”，找不到问题

本质不行，单凭社区的一己之力也不行，只有在找准“病根”、科学分

析“病因”的前提下，善于调动多方资源、凝聚共治力量，才能将“绣花

功夫”下到家。

基层难题难在社区规模不一、要素复杂，也难在涉及面广、群众需

求差异大，解难题、办实事，照搬“套路”是没有用的，必须结合实际情况，

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这考验着治理智慧和服务能力。正如解开缠了疙

瘩的毛线球，不是一拉一扯那么简单，而是要找准“线头”，从千丝万缕中

厘清关键点、找准突破口。施工扰民、楼道“二道门”难以拆除……为了

帮群众解决掉这些烦心事，东丽区海颂园由社区党委牵头成立“海颂约

吧”，将环保部门、公安部门、司法局、地铁施工方等多个不同主体请过来

和居民一起出谋划策，在大家的一言一语中，矛盾难题得到了有效化解。

基层治理需要各方形成合力，“集智”也是一种共治，调动起不同

主体的治理热情，各自发挥出应有的优势，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才能

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让群众不再为烦事琐事苦恼。

劳动教育是学生成长的必经之路。

无论是挥洒汗水，还是手脑结合，劳动不

仅关乎技能获得、习惯养成，更关乎意志

品质的磨炼、责任担当的培养。

施然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