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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出一条命，也要挖断穷

根”，这是天津大学选派的扶贫干

部宋鹏立下的铮铮誓言。担任甘

肃陇南大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三

年间，宋鹏以沙湾臊子为切入口，

利用“互联网+扶贫”带领村民打

造全链条式电商产业，因地制宜

走出一条“带不走的幸福路”，被

人们亲切地称为“臊子书记”。

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

战场上，无数人把心血和汗水洒

遍千山万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脱贫攻坚精神。从脱贫攻坚到乡

村振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无

数党员干部一茬接着一茬干，一

棒接着一棒跑，不松劲、不歇脚，

乘势而上、再接再厉，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

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

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中，攻坚克难、不负人民是一种情

怀，更是一种担当。回忆过往，几

代兵团人如胡杨一般挺立在祖国

边疆，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群

人到一座城，在天山南北“凿出”

了发展奇迹，展现出艰苦创业、坚

韧不拔的豪迈气魄；以王进喜为

代表的一代代石油工人，在历经

60余年的接力传承中，将铁人精

神融入血脉和基因……尽管时代

不同，但兵团精神、大庆精神与我

们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

中体现出的攻坚克难不停步的意

志品质，有着共通的精神内核。

岁月流转、时光如梭，贯穿其间的

精神实质始终如一，绽放出耀眼

夺目的时代光芒。

踏上新的长征路，仍然有着

许多历史课题等待我们去解决，还有新的“娄山关”“腊子口”需要我

们去攻克。从推进绿色发展到坚持制造业立市，从做好民生工作到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把宏伟蓝图变成生动现实，容不得半点懈怠，需

要我们笃定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决心，砥砺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

意志，继续涉险滩、啃硬骨头，不见成效不收兵、不达目的不止步，向

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全面发力。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党员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

担任什么职务，都要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斗争精神，攻坚克难、勇于担当，在砥砺奋进中写就新的时

代华章。

李娜：谁能走好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
先机、赢得优势，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更加
凸显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紧迫性。

李春成：科技创新存在明显先发优势。这种优势

会形成自我循环累积，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和资源汇聚

力，将给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城市带来竞争新

优势。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变背景下，科技

研发与转化周期缩短，人工智能、大数据、合成生物等

前沿领域技术取得群体性突破，创新浪潮涌现。全面

塑造竞争新优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必然要求全社会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

置，强化创新驱动、创新引领作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以更多先发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李娜：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向“高水平”跃
进，就要把各创新主体有机连接在一起，实现协同创
新。在您看来，如何将这种协同创新的合力有效激发
出来？

李春成：不久前，位于我市武清区的南开大学药学

院新药研发与技术成果应用转化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依托南

开大学的技术和人才支撑，该平台已建立较为完整的研发链

条，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服务。在天津类似例子有很多。激

发科技创新合力，需要大力推进产学研用协同、跨界创新，以

及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把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组合成一个

整体。其中，既要发挥领军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引领带动作

用，也要发挥科技经济融合组织“黏合”作用，只有建立起稳固

的合作纽带，才能更好地推动创新合力的形成。

李娜：着力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
键。今年，我市出台《天津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在瞄准
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创新源头供给能力、聚焦核心技术攻关等
方面，提出具体目标。可以说，创新策源要在“源”上找准，也
要在“策”上发力。

李春成：提升创新策源能力，侧重原始创新、关注基础研

究的同时，要注重对区域资源集聚、组织、策划，以及创新行为

和力量的培育与构建。在“源”上找准，需依托高校院所等创

新资源，积极培育战略科技力量，像我们推进海河实验室等建

设，加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等投入，就是瞄准了源头创新问

题。在“策”上发力，则要通过整合共建、引进聚集等方式，

最大限度把各方创新力量聚合在一起，比如筹划建设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重大科技平台。同时，引导平台在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发挥带动作用，成为实现科技自立

自强的主导力量之一。

李娜：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打造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使高质量科技供给及时
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重要一环。

李春成：其实，科技成果转化的本质就是创新实现的过

程，这一过程涉及整个成果转化的大链条。天津正加快打

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如何围绕信创等重点领域，突破

一批前沿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产出一批突破性原创成果，

是科研院所、研发型企业等努力的方向。同时强化场景创

新、政策创新、机制创新支持，打造一批创新链与产业链深

度融合的产业集群，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通道，也非常

重要。当供给与需求形成持续性的精准对接，科技成果的

转化效率也就自然能提高上来。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善学善思，

才能善作善成。想要跟上时代步伐，就要在学与思的

良性互动中，锤炼解决问题的过硬本领。

学而不思，等于白学。思考就像是在木板上钉钉

子，想得越深刻细致，对知识的理解越透彻，就越能创新

工作方法，从而触类旁通，不断成长。学而不思，知识就

只是散落于木板表面的沙子，风一吹就散了。在学习中，要深挖

知识的原理规律，总结实践的宝贵经验，努力把细小散乱的知识

点上升为系统完整的理性认识，做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学与思的过程就像铸剑，上好的金属材料与高超的锤炼

技术相结合，才能锻造出真正的利刃。胡乔木参加革命后，无

论条件多艰苦、工作多忙碌，他都坚持每天挤出时间来学习。

有时，正在散步的他会突然折回，只为了尽快回家记录下思考

的结果，这样善学善思的习惯使胡乔木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既善于挤出时间学习，又善于利用一切时间思

考，一方面能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在实践中

发挥其价值；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举一反三，

提高认识。思考就像牛吃草一样，细细反刍，多问几个为

什么，多想想书本对不对，学思结合，才能学而有功、学而

有效。

学习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学与思，都要结合现实情

况，结合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尤其思考是知识走向

应用的关键环节，更要坚持把实践、思考、再实践贯穿工作始

终。公安河东分局二号桥派出所的民警殷刚，结合自己的工

作实践，主动将社区警务工作置于社区整体治理体系中去思

考，创造出“六融八合”工作法，使社区警务治理能力和水平

得到显著提升。书本上的知识，都有其发挥作用的特定条

件，纸上谈兵、拿来就用，不仅无法成事，有时可能还会坏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思考应用于实践，不断

完善、改进我们的学习，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学用相长，就会

在学习中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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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原始创
新，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服务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课题。

对话人：
李春成 天津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李 娜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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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结合，多问几个为什么
——发扬“挤”和“钻”的精神⑤

■ 金之平

躺平?emo?别轻易给年轻人贴标签
■ 张玥

让更多的“我”追随“你”的脚步
■ 闫丽

热点观察

多一些“变废为宝”
■ 王语泽

知与行

好奇心，超越有用与无用
■ 王雪妍

最近，“我emo了”成了网络流行语，大意就是“我郁闷

了”。比如“四、六级过不了线，我emo了。”“怎么一直有加

不完的班，我emo了。”好像万事皆可让人“emo”。大概这

样吐槽的人有点多，于是不少人操心起来：千万别让负面情

绪相互传染，年轻人这样怎么行，一定要振作呀。

“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如今替年轻人担忧

似乎也成了一种常见现象。从“佛系”到“丧”，从“躺平”到

“emo”，年轻人的心理世界稍有点风吹草动，一些“前浪”就

急得不行，批判者有之，劝导者有之，好像这届年轻人总是

站在人生的悬崖边上，没人拽着就出溜下去了。

年轻人真的就这么亟待拯救吗？

最近有两件事在网上引起热议。一个是神州十三号

载人飞船发射过程中，人们发现负责北京总调度岗位的是

一群“90后”，他们报出的一句句“北京明白”，传递出航天

人的镇定和自信。另一个是河南许昌学院早晨6点的图

书馆门口，同学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其奋发学习的拼劲

儿让人颇为感慨。这难道不是年轻人呈现出的精气神

吗？放眼看去，在创新创业园中，不知多少朝气蓬勃的青

年在奋力开拓着自己的事业；在生产车间里，不知多少独

当一面的年轻技术人员显示出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沉稳老练；

在抗疫一线，又不知有多少逆行者用青春书写着他们的无畏

担当。如果用一些词语来定义这些“后浪”，一定是拼搏、进

取、奋斗、奉献……

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人生滑向平庸、走向失败，在青春气

息洋溢的年岁更是如此。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知识、掌握多

样技能，是许多年轻人的生活常态。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潮

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得到价值上的认可，更是他们的理想

追求。也许有极少数人真的选择了消沉，但大多数时候，年轻

人说自己要“躺平”或“emo了”，只不过是情绪的小小宣泄，暂

时让紧绷的身心“短路”，或是调侃一下而已。如果慌忙给他

们贴上各种负面标签，那么，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认真你

就输了”。

犹记得十几年前，人们总在担心“80后”如何如何，但这

一代人已经成为发展的中坚力量，证明那些过度的担心是“浪

费”心情。如今“90后”乃至“00后”又成了“被焦虑”的主角，

可见替年轻人担忧是一种惯性。其实，对“前浪”们来说，更该

了解年轻人的表达方式与其中包含的诉求，在其迷茫和困惑

的时候，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予有益的人生建议，而不是成为一

些情绪的放大器。毕竟，当代年轻人展现出的，更多的是昂扬

向上的姿态，这姿态足以赢得更多期许。

“当年，华屋的17个年轻人每人栽下一棵松树，告别

家乡踏上征途，用鲜血铸就了信念之树。今天，我们师生

17人来到华屋，追寻信念，砥砺初心。”不久前，在江西瑞

金，南开大学“师生同行”社会实践队完成了今年活动的最

后一站。

这是一堂坚持10年的思政大课，这是一场名为信仰的

红色教育。师生们“踏着先烈血迹前进”，感悟苏区精神、长

征精神，在知中国中服务中国。苏区之红、信仰之红融入血

脉、化作行动，最终成就青春本色、奋斗底色。

思政教育是在人的灵魂里搭建筑，毫无疑问，建筑的

地基是红色的。在这些身临其境的实地寻访中，仿佛与当

年奋战在红土地上的先辈隔空对话。“当我来到通江王坪

红军烈士陵园，面对着漫山遍野的无字墓碑，老师在这里

为我们讲了生动的一课，我永远都会记得这堂课。”学生孔

雪宁泪流满面……重走先烈们走过的路、感触先烈们做过

的事，实践大课堂既有历史视野、国际视野，也有理论深

度、情感热度，让最美“中国红”立体起来、鲜活起来。发

自内心的情感共鸣、油然而生的信仰信念，激发出“把最好

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崇高志向，唤醒在“知中国中服务中国”

的强烈信念。

思政教育，关键在于知与行的统一。最鲜活的思政课，

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亿万中国人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青

春华章。上世纪50年代，6000多名西安交大学生从上海奔

赴西北，斗志昂扬投身国家建设，激扬“向科学进军，建设

大西北”的壮志豪情；新时代，天津一批批大学生赴偏远地

区支教，南开大学学生刘鋆钰毕业后选择再次赴西藏支教，

她说：“2018年暑期，我在井冈山参加实践活动，八角楼的

灯光点亮了我的初心，激励我选择去西藏支教。2021年，

我又来到这里，苏区振兴的故事让我初心变恒心。”大思政

之大，“大”到了实践中，“大”到了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中。

让那些榜样人物、动人故事，真正走进学生心里，如同播下

一颗又一颗种子，在爱国奉献中开出美丽的青春花朵。这

就是大思政课的意义所在，这也是知与行的重要指向——

传承。

让更多的“我”追随你的脚步，仰望你看过的星空，更多的

我们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理论是可以解释现实的、思想是有

血有肉的，从而燃起属于自己的那份爱国情、报国志，在服务

国家、贡献社会的奋斗中彰显、丰富、升华人生价值。

废弃口香糖中竟蕴含着多种细菌种群，能用来进行

DNA方面的研究；对电影院内的空气进行化学分析，可以测

试出观众正在观看的电影中的暴力、反社会行为和粗俗语言

的程度……日前，第31届“搞笑诺贝尔奖”揭晓，看到这些奇

奇怪怪的研究之后，有人不禁要问，研究这些有用吗？

有没有用，并不是设立这一奖项的初衷，这些脑洞大开

的趣味研究看似“无用”，却需要好奇心来驱动。好奇心，代

表着求知欲，也是科学进步的动力。从实践看，凡是取得突

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

成就事业的。

真正的创造往往来自于问题而不是答案，好奇心，就是要

多问几个“为什么”。谁能够发现新问题，谁有能力提出好问

题，谁就有可能早日解决问题，实现科研突破。地震来临时，

为我们遮风避雨的楼房有哪些薄弱环节？怎样才能抵御地震

的破坏？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从2008年起，天津大学的青

年学者们就立志要建立一座能“造地震”的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从能不能，到怎么能，从理论到实践，经过十多年酝酿以及

上百次论证，这一10层楼高的巨型钢结构建筑终于初见雏

形。可以说，创新创造的灵感和火花大都由好奇心激活，唯有

从兴趣出发，学会不断地追问、求索，才能打开更多未知之门，

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东西。

这也启示我们，呵护科研人员的好奇心，尊重科研规律，

需要有一个宽松包容的科研环境做支撑。不要总问“单摆等

时定律”有没有用处，在伽利略思考吊灯为什么会左右摇晃的

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最初的假设和猜想能引领他发明出挂

钟。让科研人员在科研世界欢快畅游、执着探索，允许他们放

飞思维、大胆假设，才能激活更多“金点子”。

科学研究像一个“解谜游戏”，好奇心则是打开谜团的钥

匙。超越有用与无用，循着兴趣与好奇去探索世界，愿每一份

这样的好奇心都能得到珍视。

报废汽车的车壳进入破碎机内，粉碎成钢铁颗粒；铜、锡等价值

更高的有色金属，会在装置中被分选出来再次利用；即使是车内的织

物、橡胶和机油，也会被加工成燃料棒，供给发电厂……在格林美（天

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公司的生产车间，这些在汽车上完成了使

命的材料，经过处理后，“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生产原料。

“废物”还是“宝物”，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视角和利用的方式。大

港油田将二氧化碳用于原油开采，提高了产量，还能将部分二氧化碳

永久封存于地下。循环经济既能以更为绿色环保的方式，处理掉原

先被视为“垃圾”“废气”的各种废弃物，又能使这些废弃物焕发“第二

次生命”，再次为我所用。

发展循环经济，要在“循环”二字上着力。打通从“废物”收集、处

理到利用的整个产业链条，循环才能顺利进行。比如新能源汽车的

电池，将其梯次利用于电动车、储能等新场景，能产生更高的效益。

发展循环经济，免不了要和“废铜烂铁”打交道，但越是在废品中“淘

金”，越要保证“淘金”的过程不能给环境带来新的负担。格林美所在

的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是通过强化环境约束和改进工艺等方式，

解决了“小散乱”的问题，绿色发展的成色也就更足。

“落红”能变为滋养新芽的“春泥”，“废物”也能变成促进绿色发

展的“宝物”。多一些“变废为宝”，通过资源的循环，用尽可能少的资

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能更好

地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促进。

数据显示，今年提供“小份菜”的堂

食商户及“小份菜”菜品同比增长均超过

五成。“小份菜”虽小，但生动诠释了珍惜

节约粮食、反对食品浪费的“大道理”。

餐饮企业和餐饮外卖平台积极参与“小

份菜”模式创新，能够为多方合力反食品

浪费提供更多有益做法和经验，推动文

明、健康、理性、绿色消费。

司海英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