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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调动了千军万马，经历了千难

万险，付出了千辛万苦，要走进千家

万户，将造福千秋万代。”

从1994年北斗一号工程立项

开始，一代代航天人克服了各种难

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在陌生领域从

无到有进行全新探索，在高端技术

空白地带白手起家，用信念之火点

燃了北斗之光，推动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闪耀浩瀚星空、服务中国与世

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从服务区域到服务全球

的发展历程，锤炼出了“自主创新、

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

新时代北斗精神，彰显着自力更生

的壮志豪情。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共产党

人的优良传统和内在品质。一百

年来，党带领中国人民从落后时代

到赶上时代、引领时代，走的就是

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在抗战的

艰难时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把“处处是荒

山”的南泥湾建成了“陕北的好江

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河南林

州人民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缺水状

况，自己烧石灰、制水泥、造炸药，

实现“双手劈开太行山，红旗渠引

泉水来”的壮举；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科研工作者在没有图纸参考和

先进计算机的情况下，靠着手摇计

算机和自己设计的方案，成功研制

出“两弹一星”……时代的变化带

来不同的课题，但从南泥湾精神到

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自

力更生是不变的解题思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共产

党人自力更生的精气神任何时候

都不能丢。弘扬自力更生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要强调埋头苦干、艰

苦奋斗，更要注重创新精神的激

发，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在

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当前，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紧迫性愈加

凸显。我们要做新时代的“垦荒人”，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

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仰望星空、北斗璀璨，脚踏实地、行稳致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上，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面对各种艰难险阻，激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朝着既定目标乘风破浪，我们一定能迎

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李娜：在勤学苦练中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
是党员干部成长进步的必经之路。毛泽东同志曾把学习
形象地比喻成开铺子，如存货不多，取一点、少一点，不进
货就要关门倒闭。今天，我们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
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对能力本领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

贾锡萍：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进货”，就是提升学习

本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很多新的领域不期而遇，很多新的问题扑面而

来，如果我们知识不够、眼界不宽、能力不强，就会耽误

事。不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唯

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本领，而与本领直接挂钩的就是学

习。换句话说，克服本领恐慌，必须在“知”上提质扩

容。手中有了知识的“粮”，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方能心

中不慌，从容应对。

李娜：学习要有方向，也要有抓手，更要讲究方法。
除了理论知识的汲取，学习还具有鲜明的实践属性，蕴含
着“勤学”与“苦练”双重含义。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
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这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贾锡萍：新时代好干部是“学”出来的，也是“练”出

来的。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准确理解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既要向书本学，也要到基层向群众请

教，在实践中获取活的知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在全市开展，涌现出很多经验做法，比如有的社区定

期召开“圆桌会议”、邀请百姓议事，有的社区将服务项

目和群众诉求一并公示、直面难题等，这些都是在学的

基础上摸索总结出来的。学不是机械地复制，而是要

学中有思，带着问题学，养成分析思考的习惯。学还要

与练结合，站在解决问题的视角，化理论为方法，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形成学习与实践的良性循环。

李娜：认识水平高不高，工作本领强不强，体现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涉及的多是复杂且具体
的问题。这也提醒我们，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必须
“事上练”。

贾锡萍：“十四五”时期，天津提出一系列目标任务，

这些是发展命题，更是政治任务。党员干部身处其中，提

高政治站位和大局意识，以强有力的政治执行力，确保重

大任务落实到位，本身就是一种磨炼。除了既定目标，发

展中还可能面临突发的急事难事，比如这次疫情，很多党

员干部就在一线得到了锻炼、经受住了考验，提升了应急

处突能力。当然，也并非说练得多本领就一定会提高，若

是做事不过脑、不走心，难免会陷入经历多、成长慢的困

境。是不是真正用心，效果是不一样的。

李娜：知识持续更新扩容，能力本领进阶提升，来自
倒逼之下的紧迫感，更依赖于提高认识和工作水平的主
动性。您认为，如何才能做到把学习当做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工作责任？

贾锡萍：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就没有止境。勤学

苦练、增强本领，说到底就是想干事、能干事，瞄准的是要

干成事，内在的深层次动机是对所做事的认可，体现的是

一种境界，更是一种担当。没有坚实的理论功底，没有丰

富的实践知识，应对问题的本领能力不足，何谈担当？作

为党员干部，肩膀能承重，让工作有创新、有特色、有质

量，就必须坚定地把宗旨意识转化为行动自觉，持之以

恒、与时俱进去学习，真刀真枪去磨砺，努力让知识能力

的更新提升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如此才能以过硬本领担

起重担、不辱使命。

“真没想到，以往办理这些业务，大概得需要三四

个月，现在只用了7天！”“一套材料”审批改革在中新

天津生态城落地见效，让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

设有限公司的项目前期负责人路晨大为感叹。从3个

月缩短到7个工作日，提上去的不仅是办事的速度，也

是服务的温度。

服务，如何体现含金量？不仅在于办事效果，也在

于办事效率。无论为群众办实事，还是服务企业，都要用

实际行动按下服务快进键。尤其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急

难险重问题，速度快不快，体现的是担当作为的决心和勇

气。步子迈得快一些，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流程便能缩短

一些；办事的效率提升一些，群众的忧愁就会少一些。对

党员干部来说，“腿脚”要快，“目光”要敏锐，“脑袋”要灵

活：看到群众对什么事情有意见、有想法，赶紧把注意力

投过去、向群众询计问策；发现群众在生产生活中有哪些

难题，就要感同身受，又快又好地将之解决。这样，事情不

仅办得好，群众也会更满意。

提升办事的速度和效率，是善作善为的客观要求，

也体现了坚守人民立场的初心与诚意。同样一件事，

是不痛不痒、拖拖沓沓地办，还是尽心尽责、千方百计

地办，给群众的感受可谓天壤之别。办事速度、服务效

率上去了，带来的不只是时间上的缩短，更是心坎里的

温暖。积极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圈，滨海新区把

生活便利店、社区菜店、蔬菜直通车搬到了群众家门

口；“10秒钟接听、10分钟到达”，全市6个急救分中心

和204个站点支撑起了天津市的“急救网络”，用速度抢

救生命；市公安局交警总队积极推进交通信号配时优

化，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举措，为群众出行“再省一

分钟”……多从群众的角度出发，将心比心、以心换心，

能多干一步就多干一步，能加快一分就加快一分，拿出

更多真招实招硬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为民服务，做不得表面文章，来不得半点虚功。主动

靠前一些，脚步再快一些，群众就会感受到更多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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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本领 走好新的赶考路

今天，我们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
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对党员干部增强能力本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对话人：
贾锡萍 天津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李 娜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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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也是温度
——有作为就要有担当③

■ 金之平

放大招，让炫丑闹剧没有舞台
■ 张玥

如何跑好这场“马拉松”
■ 王雪妍

热点观察

“拼爹”统计表要不得
■ 张玥

■ 闫丽

挨打、往身上倒凉水、往头上浇辣椒酱，这些让人目

瞪口呆的画面，不是在拍电影，而是前不久发生在长沙街

头的一幕：一群主播在公共场合进行着一种名为“惩罚游

戏”的直播，输家要接受各种所谓的惩罚。如此低俗的表

演行为，不但招致网友抨击，也引来公安、城管、文化执法

等部门出手制止。

近年来直播行业发展迅猛，大量生动有趣、清新

活泼的内容为网友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享受。但“在

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总是偶有一些“奇葩”依靠低俗

手段博人眼球，制造不和谐的画面。就拿今年来说，

前有“人类高质量男性”靠怪异拍照姿势和恶趣味的

求偶视频，挑战网友三观，后有“郭老师”直播闻袜子、

挖鼻孔不断刺激人们的肠胃反应，此外还有些主播或

口出污言秽语，或搔首弄姿、惺惺作态，让人难以下笔

描述。据媒体报道，有参与惩罚游戏的主播一天能直

播好几场，多的时候能赚到几千元，而收入来源就是

网友打赏。

遏制这种审丑风，就必须从源头着手，既让低俗主播失

去舞台，也让此类网友找不到观众席。目前，有的平台已将

恶俗、低俗的惩罚游戏列为中等违规行为，有的禁止三俗表

演，对于牵涉其中的主播会采取限流、封号等措施。然而有

些主播已经“琢磨”出了一些规避之法，以打擦边球的形式

换取生存空间，凸显出监管手段尚需升级，还需要平台“放

大招”。

平台的可选项其实有很多。无论是利用自身技术优

势，加大相关内容的识别与封杀力度，还是完善“打榜”等营

收模式，切断低俗主播的利益链条，抑或改变流量引导机

制，减少负能量传播渠道，都可以倒逼主播们“往好草里

赶”。互联网是科技产物，又身处创新前沿，各平台实现技

术监管并非“蜀道难”，在思路上破题也不存在障碍，说到

底，有没有零容忍的态度和坚决的执行力，与低俗直播对抗

到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互联网时代，容不得网络低俗之风野蛮生长。出拳

更有力一些，让出乖卖丑者失去生存之地，才能还网友一

个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为涵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多加一

道“保险绳”。

研制出泡在“水”里的服务器、陆续拿下近50项液

冷核心专利、部署超过5万个节点的液冷服务器……以

技术立业，带着恒心前行，凭借20年来的深耕细作，中

科曙光天津产业基地在技术应用转化的过程中，打造出

大量独具特色的明星产品，推动数据行业节能减排水平

迈上一个新台阶。

发展就像一场马拉松，拼的是耐力和毅力，比的是

视野和格局。市场瞬息万变，面对“赚快钱”的机会，

是打算靠短期投机捞上一笔，还是坚守主业不迷航，

不同追求反映出不同的胸怀格局。主业就好比大树的

主干，企业想要发展壮大，就不能抱着一蹴而就的幻

想做事情，必须沉下心来做强“主干”。认清守住一颗

恒心的重要性，在专业领域上保持信心和定力，才能

赢得竞争优势。

守恒心，既要保持滴水穿石的耐心，又要细细打磨

匠心、深耕细作，专注核心领域发展不动摇。同某些企

业盲目跨界、跟风转型不同，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多年来一直锚定市场目标，专注于水下机器人事业，

对智能装备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对自主研发技术精益求

精。正是因为具备沉心静气做主业、不畏艰难铸精品的态

度与品质，好产品才得以荣获市场青睐，深之蓝也一跃成

为水下智能产品领域的领军企业。发展韧性越强劲、战略

眼光越前瞻，就越是能执着于精细，在心无旁骛中不断向

卓越进阶。

守恒不是守旧，建树恒业，唯有顺势而为、主动求变才

能适应市场趋势、跟上时代步伐。在天津海尔洗衣机互联

工厂，只需佩戴5G眼镜，就能“身临其境”地查看设备结

构、电器参数；走进狗不理、桂发祥生产车间，电脑程控的

生产线、高水平的食品研发检测中心等极具现代科技感的

景象映入眼帘。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呼唤着更高质量的

产品和更高水平的技术，通过研发新技术、丰富产品线等

手段，用好用活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才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使企业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正如一名创业者所说，持续

创新是企业保持持续生命力唯一的选择。

保持专注力，提升创新力，做到以恒心办恒业，才能在

市场经济大潮中劈波斩浪，闯出一片“蓝海”。

一个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产业是重要支撑，也是竞争的主战场。如

果说引进一个又一个项目是做加法，那么产业集群化就是乘法——让

落地的项目以新的形式聚合，形成全产业链的生态，进而塑造发展新优

势。在发展的大棋局中，落好“产业集群化”这一子，让产业格局更优、

生态更好、规模更盛，“高峰林立”“高原隆起”的新气象必将激发澎湃发

展新动能。

在发展全局中看产业，不是单兵突进，而是集团作战。作为天津

“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的重点产业之一，天津生物医药产业集聚

效应明显，仅滨海新区就聚集1500多家各类生物医药企业，完善的产

业链条及强劲的创新动力，推动一片新的产业高地加速崛起。事实

证明，培育升级产业集群，实现规模效应、集聚效应，打造具备完善产

业链条、可以拉长扩展的有机生命体，就会形成强大发展优势，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落好“产业集群化”这一子，长远思路、全链条思维不可或缺。新发

展格局下，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至关重要。产业发展就要畅通全链条

循环，既要有创新的起点，也要有市场的终点。以信创产业为例，经

过多年发展，我市引育了天津超算中心、中科曙光、360、飞腾、麒麟等

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布局了一批上下游创新创业企业，一批重大优质

信创项目相继落户，成为全国信创产业链布局最完整城市。以全局

的、长远的眼光打开发展思路、串起更多资源要素，让产业支撑力、竞

争力更强，发展的底气也就更足。

如同棋局上的车马炮一般，创造性、差异化地布局、落子，持之以

恒地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基座就会越来越厚实、越来

越强健。

“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权势垄断部门子女”“家长

有犯罪前科的学生”“外地来、各种关系过来的学生”……假若

你是学生家长，看到这样一张信息统计表会作何感想？

日前，外省一小学的家长信息统计表被曝光，引发舆

论一片哗然，当地教育部门做出反应，责成学校纠正错误

做法，做好与家长沟通解释的工作，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

了追责。

学校统计家长信息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对学生而言，

容易因家长背景来定义自己，或产生“我爸是某某”的心态，或

出现自卑心理。几个月前，就有多地网友在网上建言，希望能

禁止中小学收集家长工作单位和职务信息。随后有的地方教育

部门回应，正在研究取消相关做法。可见，这并不是个别现象，

家长也并非没有异议。

古人早就说过，有教无类，不分贵贱贫富，人人都应该拥有

受教育的资格。这是实施良好教育的出发点。为人师表者，应

该将平等、公正等价值观植入学生心中，让教育成为推动社会阶

层流动的阶梯。如果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对待学生，不仅误己，更

误人子弟。

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的，除了传授知识与技能，最

重要的体现在价值观塑造上。施教者必当慎之又慎，给孩子

创造一个健康、快乐的受教空间，帮助他们顺利走过人生关键

的成长期。

近日，工信部明确要求电商平台未经

消费者同意或请求，不得擅自发送营销短

信。治理营销短信，需要久久为功。建立

起全流程整改机制，督促平台自查自纠短

信营销行为，发挥投诉机制的作用，多管

齐下，才能确保营销类垃圾短信治理取得

实效。 司海英 画

落好“产业集群化”这一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