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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破“心中贼”
——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①

■ 金之平

包装，也应该“瘦瘦身”
■ 闫丽

知与行

要表态更要表率
■ 王雪妍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抓落实，最需

要党员干部扑下身子、挑起担子，不仅表态，更要表率，做知

行合一的实干家。

表态，立的是责任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阐明立

场，能够传递决心、鼓舞士气，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工

作最终落实得如何，更要看有没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敢不敢

真刀真枪地解决问题。

带头是有力的示范，也是无声的动员。革命战争年代，

共产党员无惧牺牲、冲锋在前，“跟我上”的壮志豪情最有号

召力。和平建设时期，发展动力的激活、矛盾挑战的克服，

同样离不开先锋闯将们的敢闯敢干、率先垂范。进入新时

代，表率不仅意味着积极向上的精气神、斗志满满的干劲，还

需要党员干部拥有清晰的思路、紧抓快办的执行力，善于用新

办法破解新问题。

表率，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作风，不只体现在关键时刻，

也表现在日常点滴、方方面面。群众看干部，看的不只是思想

觉悟，更是日常表现和工作业绩。如果平时总是放松对自己的

要求，那工作就很难落实落细，也会折损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和

期待。主动深入基层、融入群众，以精益求精的态度高标准做

事，多在细节上较真，不放过任何一条意见建议，推动工作往深

处走、往实处去，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取得扎扎实实的

业绩。

绿色理念
带来金色收获

基层声音

■ 文菁

走进东丽区金钟街欢坨村的蔬菜大棚，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

的植物芳香，翠绿的藤蔓上挂着一个个西红柿，长势喜人。墙上的一

条银色带状膜，在阳光照射下一闪一闪，尤其引人注目。“这是太阳能

反光膜，可以保持秧苗生长温度，防止冻害发生，还能减少热量流失，

节约电能。”大棚主人唐刚笑着说。

怎样从土里刨金？这是农业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农业要振兴，必须念好生态致富经。农业本身就

是绿色工厂，但“绿”不只是表面上的，而是要在低碳上做文章，在

“绿”的内涵上丰富和拓展。减少农业生产中的碳排放和对生态环境

的污染破坏，必须在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等方面下足创新功夫。

在欢坨村的蔬菜大棚里，除了节约能源的太阳能反光膜，还有

很多“黑科技”。一排排管道式喷雾器，用来精准滴灌，既能节约用

水，又保持住了棚内湿度；一行行双面强力黏虫板，是防止病虫害

的绝招，避免了农药污染……安全健康的农产品好吃又好卖，实现

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农业转型，理念先行。用绿色低碳理念引领农业转型升级，不能

让企业“唱独角戏”，也不是政府“包打天下”，让农民尝到甜头、见到

实效，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拿唐刚

来说，采用绿色种植技术栽培西红柿的12个大棚，一年可为他带来

近50万元收入。有绿色理念，才有金色收获，农民富了，积极性自然

就提高了。趁着热乎劲，欢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又开始着手规划农

光互补智慧农业示范区项目，带领村民深挖土地中的“金疙瘩”。

欲致其高，必丰其基。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根基，发展绿色低

碳农业关键在于强化科技支撑，让农民干活挑上“金扁担”。农业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农业遥感大数据监测系统等成为新农具，智能化生

产管理技术运用到了水稻种植中……新科技正在为绿色低碳农业的

腾飞插上翅膀。

发展绿色低碳农业，是推动现代都市型农业提质增效的有效路

径，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动力。

支持创新，不走寻常路

■ 张玥

融通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添活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重要创新
发源地，推动大中小企业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
动力、增添更多活力。

对话人：
刘 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 娜 本报评论员

■ 张玥

司海英画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党员干部为民办事的成效如何，要

看群众愿不愿意伸出大拇指点个

赞。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让好事实事成色更足，是共产党人

应有的政绩观。

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群众切

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

简单化、片面化。空有一腔热情闭

门造车，或者只解决表面问题，或者

搞形式主义，轻则白做无用功，带不

来任何获得感，重则寒了群众的心，

失去群众的信任。真正体会群众的

切身需要，就得“把屁股端端地坐在

老百姓的这一面”，消除距离感，用

同一个视角看问题，用同一种心境

去体味。只有从情感到思维都与群

众同频共振，才有了“什么是好事实

事”的判断依据。

有社区干部总结照顾独居老人

的经验，是“早看窗帘晚看灯”。短

短一句话，是不知跑了多少户、观察

了多久才得出来的。贴近群众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需要下真功夫、练真

本领。眼睛向下、脚步向下，走出

办公室、走进百姓家，在倾听闲聊

中发现群众所思所盼，考验的是调

查本领；抓住典型问题，细细“解剖

麻雀”，从个别现象中摸索出有普

遍性、规律性的东西，找到解决方

法，考验的是研究水平；抓住切入

点，奔着问题去，花力气花时间一

步步推进，直至最终解决，考验的

是落实之功。把群众所期盼的事

情做好做实，这几种能力缺一不

可。到丰富的实践中去锤炼相应

本领，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自然会

增添几分底气。

好事有多好，实事有多实，我们自己说了不算，要把“打分”的权

力交给群众。要让群众满意，就需要在办事过程中，时时“向群众汇

报”，时时在群众需求与办事进程、效果之间做一番比较、进行一番校

正。无论做好事还是实事，关键都在一个“实”字。实，是实在，意味

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办事成果；是扎实，意味着这些成果经得起历史

和人民检验。既立足眼前、解决“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又立足长

远、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是群众检验好事实事成色的尺

子，也是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思维逻辑和行事逻辑。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怎样才能把好事办

好，把实事办实，应该成为党员干部经常扪心自问的问题，同样也是

必须日日躬行的实践。

李娜：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企业分工
合作的成本，扩展了企业合作的范围和深度，越来越多不
同领域的企业实现跨行业合作。提升融通创新水平，既
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增强企
业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刘刚：高质量发展要由创新驱动来实现，而融通创新

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导趋势，这建立在通用目的技术发

展的基础上。比如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一方面可以创造新的社会生产力，同时它几

乎可以和所有产业原有技术进行组合创新，带动传统产

业升级，并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技术条

件的变化，使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再源于企业内部或产业

内部，而是更多来自通用技术和专用技术的结合。这种

结合使跨行业、跨组织、跨区域的知识技术合作成为一种

常态，也成为提高企业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一般来说，融通创新越是往深里走，对经济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的赋能、推动力越强。

李娜：融通创新核心在于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
过加强各类创新主体间的联动，提升创新整体效能。在
您看来，应如何准确把握各类主体间的关系，发挥好企业
创新主体的作用，实现创新效能最大化？

刘刚：融通创新是企业之间、企业和大学科研院所之

间的协同互动，是知识重组过程中的创新，在组织形态上

表现为网络化和生态化。这种网络生态下，大中小企业之

间是平等的，都是创新主体，在一个共同价值创造目标下，

是相互协作、优势互补关系，谁的技术创新占主导，谁就是

生态主导者。创新生态包括三个组成群落，基础研究、产

品开发和生产，在融通创新中通过多元主体间的横向融合

促进知识技术交流和重组，会使得创新持续产生，增强企

业乃至整个集群的产业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发挥

大企业人才、资金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注重“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的培育、推动高校院所与企业深入合作、激发

协同创新活力，都是提升创新效能的重要抓手。

李娜：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大量共性问题，具体到创
新领域，解决共性技术是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关
键。而提供共性技术开发、转移等服务的专业化平台，无
疑是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关节点，也是推动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重要一环。

刘刚：平台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促进产学研合作，推动

行业关键和共性技术研究，其中一种重要方式，就是成立

新型研发机构，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力量，研究行业共

性问题，为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并通过推

动企业合作和创业实现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满足市场需

求。天津正高标准建设海河实验室，确立了物质绿色创造

与制造、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信创）等多个主攻方向，开展

前沿性、基础性等方面研究。这项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性

投资，就是要发挥其作为创新平台载体的作用，聚合优质资

源集智攻关。作为共性技术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不仅承载

着技术服务的功能，还可以通过技术孵化产生新的企业，这

就回到了进一步打通融通渠道、创造条件鼓励创业的层面。

李娜：打通渠道，需要建立一套更有利于融通的支撑体
系，需要人才、资金、环境等各个方面相互配合，需要协调不
同主体以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为目标共同努力。

刘刚：所谓的“支撑”，就是环境。融通创新旨在促进创

新创业，促进各类主体之间的交流合作，这种交流能否顺

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融通环境打造的优劣。比如提到创

新，就绕不开人才，涉及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包括人才的培

训培养、子女教育、创业资金的保障等多方面内容，能否围

绕需求拿出有针对性的举措，直接影响人才创新创业的活

力。建构融通的支撑体系，是一道综合命题。梳理或预见

创新中的堵点问题，进一步织密服务网络、完善激励机制

等，这些相关环境的建设无疑是解题要点，关联着融通创新

的整体效能和水平。

“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勤

掸“思想尘”、常破“心中贼”，是共产党人进行自我修炼、

自我约束、自我塑造的关键。

什么是“心中贼”？就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种种私心

杂念，以及对于事物认识的思想偏差。一个人心中想什

么、怎么想，往往影响和决定着做什么、怎么做。因此，破

除“心中贼”，是一项需要常修常炼的重要命题。

破“心中贼”，首要一点，是必须时时保持自警自省，

让“贼”无处藏身。“心中贼”之所以难以破除，因其不同于

外界有形的挑战：它藏于我们自身，很难被察觉。譬如，

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时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诱惑；在

一些领域待久了，精神难免会产生懈怠，只求过得去，不

求过得硬，甚至沦落为“躺平者”。这些“贼”，说到底是

“心门”没有关严关实，让其溜进去，有了藏身之所。想要

破除心中贼，就要从“心”做起，通过反躬自省、自我检视，

对自身现状的把握才会更加理性、客观，进而做到克己所

短、扬己所长。

“心中贼”多半是从细微之处积起，这些小事小节上的

问题，看着不大，但危害性却很高。“有了第一次，就有无数

次”，如果小事小节上都没有“守住”，就可能导致大是大非

上层层失守、节节败退，小处“失节”变为大处“酿错”。

“心中贼”的破除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每个人都

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都不可能与灰尘绝缘，常修常炼，才

不至于让灰尘累积起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再小的

“灰尘”也会越积越多。面对发展目标，是矢志奋斗，还是

躺平无为？面对困难挑战，是逃避退缩，还是迎难而上？

面对种种诱惑，能否保持定力、不为所动？经常扫一扫思

想“灰尘”，看看哪些地方出了格，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

哪些地方可能犯规，才能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才能

推动自己不断进步。

“山中贼”易攻，“心中贼”难破。坚持自律自省，小处不

渗漏、暗处不欺隐，就能够打败“心中贼”，成为真正的强者。

买椟还珠的故事，尽人皆知。如今，这个故事有了新

版本，一些商品的外包装花样百出，动辄“穿金戴银”，常

常“叠床架屋”，这种“喧宾夺主”实在让人头疼。日前，工

信部组织完成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

品》强制性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征求意见稿）的编制

工作，以进一步规范食品和化妆品包装要求，引导绿色生

产、倡导绿色生活。

商品包装具有保护商品、美化产品、引导消费等作

用，但是，凡事都有个尺度。一些商家不是花费时间精力

提升产品质量，而是在包装上费尽心思——包装豪华了，

商品显档次，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另一方面，有的人

认为商品包装精美、外观豪华，有面子、显身份，拿得出

手。过度包装正是迎合了这样一种心理。

然而，包装看似小事一桩，却是关系绿色发展的大

问题。有研究表明，我国包装废弃物约占城市生活垃

圾的30％至40%，其中，大部分是过度包装产生的。一

位专家表示，“过量包装的生产制造本身就是能耗浪

费，处置时又将对循环使用和环境承载造成压力”。过度

包装，不仅将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更是对资源的浪

费、对环境的污染，这无疑与绿色发展理念背道而驰。而

且，过度包装造成的回收困难和环境代价，将由全社会共

同承担。

绿色发展，是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也符合其自身

长远发展的需要。一个产品能不能受市场欢迎，根本

上不在于好看，而在于实用。去年中秋期间，上海一家

食堂的月饼因口感好、口味新、外观有创意“火”出圈，而

且相较于市场上动辄数百元一盒的月饼，三四元一个堪

称“良心价”。任何时候，产品质量都是受市场青睐的主

因。从生产源头上营造良好的绿色消费环境，实现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协调一致，也就筑牢了持续发展的

优势。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也有赖于消费者共同发力。须

知，奢华包装只是无谓的面子，产品本身才是真正的里

子。自觉践行绿色消费理念，将约束性措施转化为自觉

行动、低碳生活和简约态度，才能真正让轻量化、减量化

包装蔚然成风。

年轻人的创新才华犹如佳苗，给其一片沃土，就会结

出硕果。

前不久，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起飞，把22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启明星一

号”卫星，是以武汉大学学生为主体研发的，研发团队中

有近40%是本科生。“真没想到，学生也能造卫星！”把看

似不可能变成可能，折射了对创新的鼓励、呵护与支持，

也诠释了创新的本质。

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大胆尝试。在创新道路上，年轻

人从来不缺灵感火花，需要的是一个让火花燃成火焰的

平台。创新平台的搭建，也要“不走寻常路”，为年轻人创

造更多的可能性。我国第一颗北斗三号卫星发射时，设

计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1岁，他们相继攻克50多项关键技

术，扭转了关键器部件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的局面。可

见，有了广阔的舞台，年轻人会带来更多令人惊叹的创新

成果。

为年轻人创新铺路搭桥，需要一种魄力。在“启明星一

号”研发过程中，带队教授拿出自己1000万元科研经费的

80%，用于科研和支付发射费用。敢于如此投入，其中当然

有对创新过程的科学认知，但在某种程度上，更蕴含了对创

新者的鼓励。在胜负未有定数的时候，这无疑会给团队注

入强大底气。创新是勇敢者的事业，对支持创新者而言同

样如此。勇于为创新火花添上一把柴，创新成功的几率会

增大许多。

魄力之外，耐性同样重要。曾经成功铺设第一条大

西洋海底电缆的科学家威廉·汤姆逊说过：“有两个字最

能代表我50年内在科学进步上的奋斗，就是‘失败’二

字。”任何创新都要冒风险，从来没有一蹴而就那样轻

易。而宽容失败，也是对创新者的真正支持。不被一时

失败吓退，不为经历挫折懊恼，咬住牙、挺住劲，向着既定

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不仅是创新者应有的特质，也是创

新支持者应具备的素养。

让一切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人才活力尽情释

放，我们期待更多的“启明星”出现。

一个产品能不能受市场欢迎，根本上不

在于好看，而在于实用。过度包装，不仅将成

本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更是对资源的浪费、

对环境的污染，这无疑与绿色发展理念背道

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