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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情要做到极致，做工人要

做到最好!”

七一勋章获得者艾爱国在焊工

岗位50多年，既能在紫铜锅炉里、

电机轮骨架上“修补缝纫”，也能给

导弹、战车、潜艇“把脉问诊”，多次

参与我国重大项目焊接技术攻关，

攻克了数百个焊接技术难关，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执着专注、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

深刻内涵。

向高处攀、和强者比、与能者

赛，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论做什么

事情，都要有这样一种追求卓越、力

争上游的精气神。回首我们党走过

的百年光辉历程，这种精气神是不

变的传承。

做到极致、做到最好，就像攀登

珠峰的勇士那样，愈难愈进、愈险愈

进，勇攀各领域各行业的高峰。面

对高寒缺氧、多年冻土、生态脆弱等

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青藏铁路建

设者们连续5年艰苦奋战，在世界屋

脊建成了一条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

运输大通道，谱写了铁路建设史上新

篇章；从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

号成功发射，到实现太空出舱、交会

对接、在轨补加等多项核心技术“零”

的突破，中国航天人以勇于登攀、敢

于超越的进取意识，攻克了一系列国

际宇航界公认的尖端课题……无论

是工匠精神，还是青藏铁路精神、载

人航天精神，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

精神斗志一脉相承，激励一代又一代

共产党人奋勇向前。

迈进新时代，历史的接力棒传

到了我们手里，前进的道路上，还有

一道道山梁要翻越、一个个险滩要

跋涉，更加需要我们拿出争一流、攀

高峰的志气胆气锐气。不断提升港

口作业效率，建成京津冀港口智慧

物流协同平台，年集装箱吞吐量突

破2000万标准箱，天津港人用韧性、

汗水和智慧创造一个又一个新的奇

迹；克服海况恶劣的严酷环境，创新

性提出300米级深水导管架设计建

造方案，攻克超大型导管架总体设

计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津企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团队

一次次超越自我，刷新了我国海洋工程领域纪录……不惧风险挑战、无

畏风急浪高，新的征程上，追求卓越、勇攀高峰是奋进者应有的姿态。

“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

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站在新的起点，拿

出更多拼劲“闯”“创”“干”，就一定能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张玥：“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
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
成。”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密码。

吴婷：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

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

点和落脚点。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

命的历史，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

史。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

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从根本上说，党的理论就是一切为

了人民的理论，党的路线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路线，党的

事业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事业。这是把人民作为“源”和

“本”的内涵所在。

张玥：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说到底，就是要
坚持人民至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您认为，在实践中，应该如何更好地坚持人民至上？

吴婷：坚持人民至上，就要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

人民”的精神境界，将全部工作聚焦于人民群众，心中常

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到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

从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人民的关切点在哪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在哪里，工作的着力点就在哪里。不断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为民服

务的工作，由人民群众来评判服务水平和服务成效，这样

才是真正践行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张玥：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要把党的群众
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中共绥德地委旧址内写有两行
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屁股端端地坐
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这生动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对于今天如何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具
有启示意义。

吴婷：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

党的根本宗旨的生动体现，也是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

系的实践路径。坚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

面”，彰显了站稳群众立场、更好地为民造福的赤子情

怀。共产党员只有找准、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能当好为民

服务的勤务员，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

盐同淡。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

团结奋斗，这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也是我

们党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的关键所在。

张玥：“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不仅是发展目标，
而且是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坚持人民至上的
重要落脚点。

吴婷：坚持人民至上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遵循，推

动共同富裕是坚持人民至上的生动实践。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是具体的，体现在一件件民生实事当中。近几年，天

津从创新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提前和延长供暖期、棚户

区改造、“一老一小”等入手，就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石，

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切入点，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把“蛋糕”做大、分好。这样才能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干与不干不一样，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同样

是干，主动作为和被动应付也大不一样。

新发展阶段有挑战，更有机遇，正是干事创业的大

好时机，主动作为，迎难而上，是党员干部应有的姿

态。但也有个别干部缺乏斗志、守成求稳，要么“被事

推着走”，要么“跟着别人走”，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

硬，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状态与事业发展

要求大相径庭，必须坚决、彻底破除。

区域发展的竞争，表面看，是发展实力的较量，但

归根结底，是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意识和能力的比拼。担当

作为，关键在“主动”，不主动就把握不住先机，很可能会让

本该留住的项目溜走了、本该达到的标准降低了、本该解决

的困难搁置了，结果一晚百晚、一误再误。从这个意义上

说，不主动就会被动，就是失职。

主动作为，首先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向思想问题

“开刀”。有的人对待工作缺乏主动，正是因为心中存在

一个“怕”字。怕“挑水多，罐子摔得多”，为了不出事，宁

可不干事；怕“啃硬骨头”，遇到困难“脚底抹油”，凡事先

想退路；怕决策失误担风险，没有先例的事不敢干，层层

请示汇报等批示……不荡除这些“怕”，就没法施展拳脚，

就不能有所作为。发展要想取得新跨越，没有捷径可

走，没有模式可套，靠的就是党员干部敢于担当、主动

作为。只要有利于发展的事，就要主动干，敢为、善为、

有为，决不当“太平官”“撞钟官”“玲珑官”；只要看准的

事，就要义无反顾，不犹豫、不摇摆、不退缩，始终保持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主动不是盲动、不是没有章法的蛮干。想干敢干，还

要能干会干。我们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反过来想一

想，办法也是困难倒逼出来的，恰是因为有困难和挑战，

才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干。发展机遇稍纵即逝，基层情况

千差万别，新事物新变化新问题层出不穷，如果不顾实际

情况机械教条地“一刀切”，或“比葫芦画瓢”生搬硬套，看

上去也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实际上却难以达到应有的效

果。工作实践中，加快引育壮大新动能，千方百计让惠企

政策落实无死角，打通基层治理“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

公里”，哪一件不需要靠前一步、主动问需，不需要开拓思

路、创新招法？

多锤炼能干事的本领，多找找干成事的方法，这样不

仅有利于把工作做得更好，还会让自己始终保持“那么一

股劲”，不断精进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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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
坚持人民至上，是党在百年奋斗中积累下的宝贵历史经验。回望百年历程，我们党历

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磨难而淬火成钢，正是因为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深深植根
于人民之中。

对话人：
吴 婷 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张 玥 本报评论员

视线

不主动就是失职
■ 金之平

暴力分拣，该治的是“比烂”心态
■ 闫丽

“问题库”也是“经验库”
■ 朱绍岳

致广大而尽精微
■ 王雪妍

知与行

■ 朱绍岳

不久前，一则快递暴力分拣的短视频在网上热传。某

快递公司工作人员对正在分拣的快递随意抛扔，面对质疑，

该工作人员称，每单才十来块钱，“不差钱啥都不差”“谁家

都扔，不光我家”。

暴力分拣问题一直存在，但说得这么理直气壮，着实少

见。部分从业者存在明显的“我扔我有理”“破罐就破摔”的

心态，不但不见贤思齐，反而对比“行业下限”。类似现象，

让服务不是通过竞争越变越好，而是通过“甩锅”“比烂”而

变得越来越糟。这种心态在其他行业中也不同程度存在，

有餐饮企业称“别人后厨比我们的更不干净”；有网络平台

店大欺客，“体验不好，你可以选择离开”……

低附加值的服务就可以不保证质量？免费的售后

服务就可以随意敷衍哄弄？这无疑是一种短视，是部分

企业在经营理念、服务理念、管理理念等方面出现了偏

差。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品质和服务打折扣，信任

自然就会消减。有业内人士如此评价这次暴力分拣事

件，“问题不是出在外包工人身上，而是公司为顾客提供

服务的决心上”。员工用这种态度待客、企业用这种态

度经营，就会抛掉自身的信誉和口碑，最终丢掉的是市

场和未来。

粗暴的心态，当然有药可医，关键在于企业能否转变理

念。如果说不得抛扔快递是分拣工作的底线，那么，尊重消

费者、维护消费者利益是企业发展要遵守的底线。用户的

槽点、痛点，既是鞭策，更是需求和商机。当下，包括快递业

在内的很多行业都发展迅猛、竞争激烈，很多企业一门心思

以低价优惠吸引消费者，而不注重改进产品和服务质量。

其实，发展越是提速，越应该多维度反思如何提质增效。在

保证用户权益的前提下提升效率、优化管理、做好服务，用

口碑赢得用户、黏住用户，才是企业最明智的经营之道，也

是行业健康前行、长久繁荣的保证。

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企业只有时刻保持危机意

识，并将之转化为服务意识，把产品的质量提上去，把品质

的要求树起来，才能让企业握有更多竞争筹码，才能经得起

市场的考验。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到基层一线访查大事小情，通过

建立‘问题库’，解决了大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近期一

档新闻节目中，我市民政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做好各项工作，都离不开寻找问题、解决问题这一环

节。问题所在，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也预示了今

后工作的发力方向。想要解决好问题，就得先仔细排查问

题。坚持到基层一线去、到人民群众中去，深挖群众的急难

愁盼，对问题进行全盘扫描，这样，对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才

会有更清晰的认知。

将问题建“库”，这个“库”是问题库，更是任务库。建

库，不是把问题“囤”起来，而是要将问题依照轻重缓急有针

对性、有重点地解决掉。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不仅带不来

群众期待的解决效果，反而会空耗精力，徒增解决问题的成

本。问题上了“库存清单”，也如同给工作加了一道紧箍咒，

督促我们迅速行动，争分夺秒加以解决。就拿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来说，硬件设施固然重要，但满足老人更深层次的个

性化需求也很关键。比如，如何向长期照料老人的家庭提

供“喘息式”短期托管服务，让子女们得以休息调整，就需要

我们从细节处考虑，有机融合居家养老、嵌入式养老、机构

养老、医疗照护等多种方式。通过服务的力度和速度体现

温度，才能真正让群众安心放心舒心。

当然，建立“问题库”的目的，不止于将库存清理掉。对

问题的寻找、分析、解决的过程，既是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

也是改进工作不足的过程。将解决问题的方法举措及时整

理、认真总结，从中提炼经验，并不时进行复盘、思考，才能让

“问题库”变成“经验库”。从破题解题中总结经验做法后，东

丽区海颂园创新开设“社区约吧”，更好了解群众生活中的难

点堵点；汇聚群众、企业等社会各界智慧与力量，中新天津生

态城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12345”工作模式，打

造社区治理新样板……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

而是需要不断检视反思，从而提高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只要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变问题库

为“经验库”，就一定能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民以食为天，吃饭永远是头等大事。促进节粮减损，提高

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就要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增产与减损并行。数据显

示，我国粮食在产后环节，尤其是在储藏、运输和加工环节，

每年损失量700亿斤上下。这无疑警醒我们，减损其实就是

有力的增产。

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是促进节粮减损的关键一招。从

开镰收割算起，一粒粮食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摆上人们

的餐桌，在任何一个环节加强科技赋能，都能避免不小的

浪费。提高农机机械性能和质量，在收割时就能充分实现

颗粒归仓；正确使用科学储粮装具，粮食损失可降低至2%

以下；进行粮食的精深加工，可以将米糠用于提炼稻米油、

稻壳用于发电，让一粒米的价值得到充分利用……向科技

要方法、要答案，全链条协同发力，可以为提高粮食利用效

率开辟新路径。

促进节粮减损，更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许多人的文化记忆都是从这首朗

朗上口又触动人心的诗开始的。体现对“粒粒皆辛苦”的

理解，必须躬身践行。加入“光盘行动”，将吃剩的菜肴打

包；一日三餐讲究科学饮食，避免剩餐；餐馆为顾客提供

半份菜、小份菜，以避免浪费……珍惜一粒米、一颗粮的

点滴行动或许不起眼，但十几亿人共同努力，这“不起眼”

就会累积出天大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家的餐桌

就是节粮减损的主战场。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从点滴做

起，助力节粮减损，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蔚然成风，我们就

能始终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干事成事，方法至关重要。“致广大而尽精微”，把战略与战术相结

合、方向与路径相统一，牢牢把握时与势、科学辨析危与机，是我们干事

创业的重要方法论。

“致广大”解决的是方向问题，彰显胸襟和格局，而“尽精微”则侧重

于手段和路径，把控的是细节。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如果格局太

小，就容易一叶障目，看不清事物本质，陷入“事务主义”的怪圈；战术上

出了问题，就容易出现“细节中的魔鬼”，贻误时机、损害大局。

战略格局不是单一的，而是立体的，既纵横交错又点面结合，谁站

位高、看得远，能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谁就能把握先机、乘势

而上。面对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怎样才能坚定不移做

好自己的事情？怎样才能让政策发力更有前瞻性、更加精准？必须有

系统思维、科学谋划，善于把自身工作放到经济社会发展这条“大船”上

来定位和谋划，保持战略定力和信心，厘清思路、制订方案，做到既能在

战略上“致广大”，又能在战术上“尽精微”。

细微之处见真功，任何一项工作的落实都在“具体”里。谋发展也

好，为群众服务也好，想要真正解决问题，就必须列出时间表、对照标准

线，一项一项抓落实。落实之中、细节之处，见党性、见态度，也见能力、

见水平。既要摸清具体情况、查准问题症结，因地制宜地提出新举措，

更要一竿子插到底、提高政策执行力，善于打通“最后一公里”，让各项

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近日，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

改造专项行动一年期限将至，有媒体

调查发现，不少APP适老版仍存在入

口难找、专区少、广告偏多、字体小等

诸多不合规设计。无论是适老产品服

务供给，还是适老化内容呈现与功能

设计，都要着眼于满足老年人的真实

需求，秉持问题导向不断优化，提升老

年人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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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粮减损，从点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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