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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客厅

做脚板硬的“挑夫”
■ 刘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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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跟“短板”叫板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③

■ 金之平

追求“松弛感”, 别用力过猛
■ 闫丽

■ 张玥

禁带手机岂能一砸了之

■ 王司晨

■ 朱绍岳

以高质量供给引领消费新需求

让“新农人”
成为“兴农人”

司海英 画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服务

人民群众，解决老百姓“急难愁

盼”的问题，是一个需要持续发力

的过程。把千家万户的事放在心

头、抓在手上，让想法变成办法，

让计划变成行动，让行动化为结

果，是服务群众应有的工作作风。

放在心头、抓在手上，体现的

是一种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也

是一种认真细致的办事风格。

在具体工作中，对于群众遇到的

各种困难、提出的意见建议，如

果只是简单地记下来、留个

“档”，没有围绕群众关心的现实

问题理思路、出招法，那么，放在

心头只会变成一句空话。放在

心头，就是要真真正正把群众摆

在心中最高位置，把老百姓的事

情时时刻刻挂念在心。有没有

用群众熟悉的语言、用群众乐于

接受的方式把政策说清讲透，有

没有和老百姓真正做到以心换

心、坦诚相见，看似是工作方法

问题，实则检验的是有没有一颗

对群众的赤诚之心。

放在心头、抓在手上，考验干

事担事的能力本领。尤其是遇到

问题时，该抓什么、怎么抓，关乎

最终的服务效果。比如，探索解

决“一老一小”问题新路子，积极

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改革，如何做

到既能全面覆盖，又能兼顾不同

群体？又如，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该如何调动群众的参与度和积极

性，汇聚更多“金点子”？实际上，

把工作“抓”在手上的过程，正是

对问题不断抽丝剥茧、攻坚克难的过程，容不得半点虚架子。

这个过程中，如果不到现场去、不到一线去，不直面群众的问

题与诉求，何谈锤炼解决问题的能力本领？说到底，服务群众

的能力本领，要在具体工作中摸索出来，要在应对现实问题中

摔打出来。以群众需求为“参照系”，像植物扎根一样探求问

题的解决方法，像海绵吸水一样增长能力本领，甘当群众的小

学生，才能找到工作的思路，将服务做到位做到家。

解决群众遇到的现实问题、实现未来的美好期待，是检验

党员干部初心使命的重要考场，是磨炼意志、提高能力的广阔

赛场。从“心”出发，从具体细微的事情抓起，才会让群众看到

实实在在的服务成效。

张玥：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需要以高质量供给
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拓展信息消费、
绿色消费等新领域，多管齐下，有利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
力。本质而言，是要顺应消费需求新变化，乃至创造和引领
需求。

郭桂萍：如今人们更加注重商品和服务的品质，以及

消费环境和体验，消费更趋品质化、多元化、快捷化，所以

无论是提升传统消费，还是培育新型消费，都要在产品创

新、质量提升、服务优化上下功夫。这其中，科技创新是

一个关键元素，它对产品的研发、商业模式的拓展都有极

大促进作用，能把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规模提升到新高

度。比如在传统消费领域，企业可以抓住5G、人工智能

等技术发展的机遇，大胆应用，针对消费者的需求对产品

进行升级。同时，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优势，使

数字技术和现代消费活动深度融合，向体验、社交综合场

景转变，提升消费的沉浸感、交互感和绿色化程度，开拓

形成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促进新型消费和绿色

消费发展。

张玥：释放消费潜力，消费品牌的打造是一个关键。以
品牌为焦点，吸引国内外消费者的目光，能够推动消费升

级，不仅撬动大量商机，更有利于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这
不仅要大力发展城市传统品牌，同时也要以大视野“引进
来”，打造新兴品牌。

郭桂萍：我市传统品牌有底蕴，产品的品质有保证，亟

需提升的是创新能力。瞄准新时代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的

多样性需求，以用户思维开发产品，同时更多采用“互联

网+”式营销方式，让品牌文化的内涵有新的表达。而对于

国内外新兴潮牌、优质名品来说，开设首店、旗舰店，将首

发、首秀定期化、规模化，可以产生加乘效应，促进首发经

济，提升城市的国际化消费号召力。总之，无论传统品牌还

是新兴品牌，都要给消费者带来高品质“新鲜感”，以激发消

费意愿的产生。

张玥：盘活一座城市独有的历史文化等资源禀赋，能对
消费产生更广泛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商、文、旅、展融合
发展，创造更多消费场景，为消费提供丰富的可能性。

郭桂萍：一座城市的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等都可以成为

消费主题，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资源打通、融合。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依赖的不是单一行业，各行业联动发展，

才能形成消费的规模效应。比如把城市优美景观和休闲

旅游、商务展会、影视娱乐、体育赛事、时尚文化结合起

来，开发足够多的消费场景，既有物质消费，又有精神消费、

文化消费，不光是买商品，还能享受到多样化的服务，形成

“景观经济”，让消费者愿意留下来。这就需要鼓励社会群

体积极参与，壮大市场主体力量，充分发挥群智群力，为消

费注入更多的审美创意、设计创新和文化概念，从而创造高

质量的消费供给。

张玥：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我市提出要统筹“大
商贸、大物流、大交通、大服务”。您如何看这几个“大”字的内
涵？这对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有何促进作用？

郭桂萍：“大”可以是空间范围的扩展，也可以是服务内容

的扩大，本质而言就是要视野宽、格局大。就拿交通来说，天

津有现代化的海港、空港，与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一同构成

辐射范围很广的立体交通网络，各种交通方式合理配置、优

化、整合，使路网通行能力最大化，从而更有效地连通国内国

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汇聚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创

造高质量消费供给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说到底，我们就是要

构建物流配送高效、平台配置完善、供应链服务健全的流通体

系，促进商、文、旅、展融合发展，使天津成为国家物流枢纽和

全球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这样就更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推

动“买全球、卖全球”，让消费市场更加繁荣。

对话人：

郭桂萍 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张 玥 本报评论员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于全面促进消费、培育经济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集聚全球
消费资源，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在供给端发力，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题中应有之义。

身处新的发展阶段，会遇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善于跟

“短板”叫板，哪里不足补哪里，是党员干部提升能力本领、

干好工作的重要前提。

能力不足不可怕，怕的是不能正视、改进。工作中，有的

人对“短板”视而不见，把干不了、干不好挂在嘴边，宁可为逃

避或敷衍工作找理由，也不愿给自己补补课；有的人有补“短

板”的意识，却不讲究方式方法，时间花了不少但效果寥寥，

于是打起退堂鼓。知而不改的“放任”，或改而不能的“放

弃”，都对推进工作不利，也不是面对“短板”该有的态度。

善于跟“短板”叫板，要抓住实践这个落脚点。所谓“短

板”，多是在工作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不足。曾有这样一件

事：某地在引进发展急需的半导体企业时，工作人员一开始

吃了闭门羹，被认为“不懂半导体”。为此，相关负责人请专

家来反复授课，历时一年，设计制作了一张详尽的半导体产

业框架图，硬是从门外汉一点点学成了半个专家，最终赢得

了企业信赖。实践是最严格的考场，也是最鲜活的课堂，在

这里可以及时发现不足，也可以找到弥补不足的方法路径。

把“短板”当作审视自我的一面镜子，在实践中主动更新知识、

优化知识结构，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做好工作的内在

要求。

善于跟“短板”叫板，需要持续性的“自检”。碰到问题，

见招拆招、对症下药，多数时候处理的是“急症”，如果能提

前预见、早做准备，让能力走在问题前面，就可以少走一些

弯路，甚至把问题消灭于萌芽中。这就需要把功夫下在平

时，比如，完成一件工作后，自己给自己挑刺，养成复盘总结

的习惯，多想想哪里做得不够、是否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把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剖析环节，当作发现问题和“短板”

的放大镜，查漏补缺、举一反三，能够有效地提高能力本领

和工作成效。

不可否认，改革发展任务越来越复杂艰巨，知识更迭正日

益加快，容不得我们在能力提升上有丝毫放松。将主动学习

变成一种习惯，把补短板作为自我提升的着力点，不间断地给

自己充电，才能真正成为干事创业的“行家里手”，赢得工作主

动，干出更多经得起检验的实绩。

最近，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松弛感”火了。这源于一位

网友分享的旅行见闻：一家人出门旅游时，托运的行李全部

被退回，竟然没人紧张、没人生气着急，重新安排好后继续

开心聊天。面对糟糕的情况能保持放松从容的状态，网友

称之为“松弛感”。

然而，随着热词走红，其意味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

化。“太用力的人走不远”“松弛感你永远学不会”等一批“速

成鸡汤”随之产生，更有甚者，松弛感穿搭、松弛感妆容教程

也火了起来。用力过猛的“松弛感”，还叫松弛吗？

在节奏快、竞争强的现代社会，“松弛感”引发共鸣，可

以理解。这也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要以什么样的状态面

对生活，松还是紧，躺平还是内卷？古人讲：“一张一弛，文

武之道也。”其实，张弛有度，何尝不是人生之道？就像一张

弓，如果弓弦总是紧绷，就可能会断。反过来说，这张弓一

直放在那里不用，也容易坏掉。历史学家钱穆到了晚年创

作欲仍十分旺盛，完成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工作，甚至双目

失明后，在夫人的帮助下完成巨著《晚学盲言》。然而，他并

非时刻处于写作状态，而是以四宝（围棋、花草、下午茶、箫

笛）调剂生活情趣。奋斗和松弛是紧密相连的，“一张”之后

的“一驰”更有底气，而“一驰”是为了更好的“一张”，人生的

节奏也正在于此。

放松不是放纵，并不意味着丧失斗志、毫无追求的躺

平。追求人生理想的过程就像跑步，该跟跑时跟跑、该冲刺

时冲刺，但目标都是要抵达终点。仅仅因为跑得太累，就停

滞不前，那么理想就是水中花、镜中月。就像一位网友所

说，“没有努力过的人就不要用松弛感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那不是松弛感，而是懒。”不久前，曾经的北大保安张俊成

“逆袭”成为一家职业学校校长的故事在央视播出。从贫家

孩子到“北漂”，从“北大保安高考第一人”到回乡深耕职业

教育20余年，张俊成一路走来有艰辛付出，也有默默沉潜，

但始终保持一颗进取心，书写了人生传奇。如今的张俊成

面对镜头，更多了一份从容自信。

互联网潮起潮落，一时的火热来得快，去得也快。今天

有“松弛感”，或许明天又会跳出一个“紧张感”。人生没有

标准答案，但有梦想、有节奏，更有奋斗，我们才能活成自己

想要的样子。

干事创业，遇到困难在所难免，视困难为磨砺，化压力

为动力，才能积蓄向前的动能，向着峰顶攀登。

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出油。有压力才有动

力。挑担子的人往往比散步的人走得要快，究其原因，是二

者心态不同。肩上有担子，心中有要到达的目的地，挑夫脚

步不停；一身轻松自在，随遇而安，走到哪里算哪里，散步者

自然会优哉游哉。有担子在身，肩上就扛起了责任，脚下不

但会有力量，还能加快速度。如何进一步拓展发展新空间、

塑造发展新优势，从招商引资到加快项目建设落地，从服务

企业产品研发到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等，只有常怀“不进则

退、慢进也是退”的压力感，时刻心存紧迫感和危机意识，工

作中就有使不完的招数。

挑起担子、自我加压，需主动走出“舒适区”，勇于挑战

“困难区”。安于现状是人的本能，给自己一点压力，突破自

己才是本事。如果一个人经常待在“舒适区”，无异于“温水

中的青蛙”，久而久之，就会丧失进取心，失去战斗力。不断

向“困难区”发起进攻，奋发有为，才能干出新成绩。譬如做

群众工作，既要实之又实，又要细之又细，更要拥有“情感的

关怀”，如果只是运用惯性思维、程式化方案、简单化办法，

用自己舒适的方式处理问题，群众当然“不买账”。不断创

新思维、更新方法、改进方式，打破自己的“舒适区”，找到群

众的“舒适区”，才能得到群众点赞。实践证明，千锤成利

器、百炼成纯钢，每一次挑战，都会激发自身新的潜能，聚集

前进的新动力。

多找难题锻炼自己，多在实践中摸爬滚打，才能磨出

“真功夫”，成为脚板硬、敢于担当的“挑夫”。

不久前，外省一所中学在校门口摆上“免费碎手机”标识

和一把锤子，引起网友的争议。校方回应称，如果学生偷带手

机进校园，就会将其砸碎，并照价赔偿，这一做法已征得家长

同意。

怕学生玩手机耽误学习，而且“照价赔偿”“家长也同意”，

看似理直气壮，但这一做法其实简单粗暴，缺少管理智慧。手

机能不能带进校园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有的学校

处理得却很聪明。北京一学校允许学生把手机和其他电子设

备带进校园，但是对何时可以使用有着详细规定；上海一学校

邀请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讨论，制定出了本校的手机使用管

理办法。堵不如疏，注重引导，采取适度管理而不是一刀切甚

至极端做法，往往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善于引导是一种教育智慧，采用学生能够接受的教育方

式，对学生循循善诱，这种柔性管理方式经常能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它考验学校是否真正了解并关心学生的内心想法、

思维逻辑、价值理念等，本质而言，这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一

种尊重，只有尊重了他们的成长特性，形成良性的沟通，才能

在个性化思维和施教之间寻找到共鸣。比如，针对一些学生

之间的物质攀比，有的学校通过比荣誉、比贡献等活动，将学

生的“兴奋点”转移到正确的价值取向上。

学生是有情绪、有想法的个体，唯有以学生为本，因势利

导，教育的魅力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走进武清区河西务镇小沙河村兴有果蔬种植合作社，温

室里的育苗床上一片碧绿，理事长郑学伟正带领100多名员

工忙着育苗。郑学伟是土生土长的武清人，大学毕业后回乡

创业，钻研现代蔬菜育苗技术，带领乡亲们一起走上乡村振兴

幸福路。

“戏好要靠唱戏人”，乡村振兴既要留得住绿水青山，还

要留得住青年人才。乡村的美丽繁荣、生机勃勃体现在环境

美、产业旺，也体现在人才兴。“新农人”与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传统庄稼汉不同，他们思想活跃、知识丰富、接受新事物

快，他们愿意返乡创业，关键一点是家乡有没有让他们施展

才华的舞台。

空心化、老龄化问题一直是束缚乡村发展的瓶颈，切实让

“新农人”愿意返乡、扎根乡村，就要加大对返乡创业的支持，

使利好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提高返乡创业成功率。兴有

果蔬种植合作社成立之初，缺少资金和技术，经营最困难的时

候，村“两委”伸出援手，助力合作社申请加入了武清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后来，经过区镇两级牵线搭桥，和天津农科院、

蔬菜研究所建立合作，得到技术支持，还帮合作社申请到20

万元免息贷款。得益于国家强农惠农政策支持、物流等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加快发展、个性化消费持续增长等因

素，“新农人”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

乡村振兴为年轻人提供了舞台，年轻人也为乡村注入了

活力。有“萝卜一哥”称号的王伟，通过网络直播，一年卖掉

40万公斤萝卜，带动了武清田水铺水果萝卜销量；从职场回

归农场的天津开心家庭农场董事长吕欣，通过引进现代种植

技术，实现蓝莓规模化种植，带动村民就业……从这些年轻人

身上，看到的不只是幸福乡村的今天，更是充满希望的明天。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于9月30

日起施行，为互联网弹窗服务划定红线，在内容导

向、推送频次、诱导点击等具体细节上，为监管执

法提供了更有力的依据。治理违规弹窗广告，除

了完善管理措施，制定统一、可操作的行业自律标

准，还需为用户提供更加明确有效的监督投诉渠

道，推进社会共治，让弹窗广告不再“想弹就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