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斌

上周于《内蒙古日报》评论版读到白守
双老师的文章《把双休日还给孩子》，白老师
在文中感叹要多给孩子们一点儿玩耍的时
间，笔者有感而发，且做此文，探讨如何给孩
子减负，权当以文会友。

不久前，教育部发布 2019 年工作要点，
继续将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列
入其中。中小学生课业压力重一直是社会
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校、家庭、社会须多管齐
下，积极有效解决这一牵扯了各方利益和诉
求的重大教育问题，让“忙趁东风放纸鸢”成
为孩子们的快乐成长记忆，帮助孩子们在德
智体美劳等多方面全面成长。

给孩子减负，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
向，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质量观和人才
培养观，减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有损中小
学生身心健康的过重学业负担，这样的初衷
是极好的，但落实起来却远没有说的那么容
易，需要破解好几道难题，闯过好几道关口。

首先，需要形成“同频共减”机制。实际
上，教育的担子不仅是孩子一人在挑，“教育减
负”需要孩子、家长、老师、学校以及教育部门
的“同频共振”，家长的心态要更平和，学校的
方法要更优化，学校的组织要更有序，特别是
教育部门要有大作为，共同出力、协调配合，才
能在给孩子减负的同时，保证教学质量。

其次，需要警惕“家长增负”现象。在很多
家长的认知中，减少孩子的学习时间就意味着
会出现成绩比其他孩子差，考试排名靠后，考不
上好学校等连锁反应。所以，要想推进减负工
作，就必须要推动家校互动、家校协同，宣传先
进教育理念和科学育人方式，努力消除学校减
负、家长增负，不问兴趣、盲目报班等现象，缓解
家长的“减负焦虑”，共同助力孩子的健康成长。

最后，需要走出“减量降质”误区。减负
也不是在课程、教材、考试等方面修修补补，
更不是简单地压缩学习时间，而是要让孩子
在有效时间提升学习质量，减少那些枯燥乏
味、反复机械的学习，让学生既付出努力，又
学得愉快。这更需要学校、老师和家长的多
方配合，共同探讨出大家满意、适合孩子的
学习模式，而非一味地填鸭。

减负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中的各方都
不能置身事外。唯有各方相互理解、相互配
合、共同努力，才能让中小学生迎来真正的
减负春天，撑起孩子更美好的未来。

如何给孩子减负？

□苏虎彪

为官一任，不仅要造福当地百姓，还应
惠泽山川草木，涵养一方水土。

归有光在《吴山图记》中，有段话值得细
细思量：“夫令之于民诚重矣。令诚贤也，其
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
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这
告诉我们，一个真心为民的为官者，山川草木
能受其恩泽，生态环境也能得到改善。

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为官者泽被
山水的动人故事。据史料记载：西晋文学家
潘岳担任河阳县令期间，针对县里土地贫
瘠、植被稀少的现状，发动百姓栽种桃李，日
子一长，果树连成了片，春天花如云霞，秋末
硕果累累。人们给河阳起了个富有诗意的
名字，叫作“花县”。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古之为官
者恩泽山川草木、江河湖海，具有朴素的生
态文明理念，堪称造福子孙的德政工程，值
得今人学习。

生态兴则文明兴。今天，我们党提出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
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把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可以说，建设美
丽中国，不仅是一种生态文明思想，也是为
官者应当秉持的政德。

我们党的很多领导干部一直重视山川草
木，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生态环境。还记得“焦桐”吗？那是焦裕禄治
理兰考的见证，正是“焦桐”改善了当地的盐
碱地。还记得“谷树”吗？那是谷文昌栽下的
木麻黄，他带领百姓植树造林8.2万多亩，为
改变东山千百年来恶性循环的生态环境作出
了贡献。还记得“大亮山林场”吗？这片林场
因杨善洲闻名全国，他辛勤耕耘 22年，植树
造林数万亩，被人们称为“草帽书记”。

然而，也有少数人缺乏生态文明观念，没
有用心尽责地处理破坏山川草木的事。去
年，中央纪委专门通报曝光了六起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典型问题，有的对企业长期违
规排放污染地下水问题查处不力，有的对渣
土场胡乱倾倒渣土、污染环境不及时处置。
这些案例启示我们：生态文明，连接着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为官一任就要惠泽一方生态。

山川草木皆有情。坚持自然生态和政
治生态一起抓，才能兴盛一方水土，造福子
孙后代。

涵养守护生态的政德

□史清旸

对敢谋划、敢担当的改革促进派、干事者，
各级组织要撑腰鼓劲、摇旗呐喊，解决干部的
后顾之忧，对避事躲责、光说不练的“为官不
为”者，各级组织也要敢于亮剑，启动追责、问
责程序。为干部撑腰是正向激励，向干部亮剑
是倒逼机制，其目的都是要创造你追我赶、争
做上游的良好干事氛围，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再
接再厉、再上台阶。

自去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
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后，为
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干部撑腰鼓劲一时成了
干部管理的主旋律。然而，少数一些地方、一
些部门在干部管理上，虽然为干部排忧解难、
撑腰鼓劲的正面激励很到位，却忽视了干部队
伍中存在的精神懈怠、状态懒散、办事磨蹭的

不良风气，对一些尸位素餐、为官不为的干部
听之任之。干部管理离不开正向激励和引导，
更少不了教育批评、追责问责的倒逼机制，各级
组织既要敢于撑腰鼓劲，更要敢于亮剑追责。

其实，撑腰与亮剑这两者并不是矛盾的、对
立的，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有的地方、
有的领导干部在管理干部时，注重从正面引导
和激励，出台政策措施为干部撑腰鼓劲，却担心
批评教育、亮剑问责会影响干部干事主动性和
积极性，于是就成了只撑腰不亮剑，这样的思维
和做法实则是片面的、静止的、错误的。为干事
者撑腰是应当的，但试想一下，一个单位对干部
若只撑腰不亮剑，对一些不担当、不作为、不干
事的干部不管不理、听之由之，必然会在干部队
伍中产生“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
样”的错误引导，正向的、良好的干事氛围就会
被破坏，而且只撑腰不亮剑对于敢于担责、真正
干事的干部而言也是不公平的。

“赏罚不明，百事不成；赏罚若明，四方可
行。”各级组织在党员干部管理中必须要明白

“赏善而不罚恶则乱”的道理，要时刻做到赏罚
分明，该撑腰鼓劲时要毫不犹豫、坚定不移，做
干事者、担当者的坚强后盾，该亮剑问责时更
要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让为官避事、为官不为
的不正之风无处藏身、没有市场。亮剑不是针
对哪个干部，而是要匡正干事风气、营造干事
氛围，在干部队伍中真正形成正向激励。

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领域都还有不少必须完
成的硬任务。党员干部队伍的干事风气必须
要正、干事氛围必须要浓，各级组织要本着推
进党和人民事业的初衷，在干部管理中既要敢
于撑腰，更要敢于亮剑，唯有风气正、氛围浓，
才能提高办事干事效率，促使各级干部积极干
事、敢于干事、真正干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不懈奋斗。

既要撑腰 更要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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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才能乐业，乐业才能筑梦。让人民都能过上美好生活，不能忘
记棚户区群众

□李振南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古人只敢在诗文中畅想的愿
景，如今已经照进了现实生活。

2019 年春节前夕，李克强总理来到乌兰察
布市集宁区卧龙山北侧棚户区，看望慰问了棚
户区居民。在现场征询大家改造意见后，总理
强调，群众的呼声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定要
把棚户区改造工作做好做实，力争让大家尽早
住上新房、暖房、安心房。

安居才能乐业，乐业才能筑梦。让人民都
能过上美好生活，不能忘记棚户区群众。棚户

区是城市的痛，更是棚户区居民心中的痛。棚
改是顺应民生期盼的重大举措，一片片杂乱旧
居的拆除，一条条畅通大道的开辟，一处处民生
设施的建设……棚户区改造让城市变得更美、
让更多群众共享城市建设发展成果。

近年来，我区棚改工作不断推进：2015 年
底，北梁棚改工程全线竣工，老百姓如期搬入了
新居；2017 年 7月，赤峰铁南棚户区第六期回迁
房交付使用，回迁居民全部住上新房；2018 年 6
月，兴安盟阿尔山市最后一批棚改居民拿到新
房钥匙……棚户区改造，拆除的是棚户房，建起
的是新楼房；搬出的是棚户区，住进的是新街
区；告别的是脏乱差，迎来的是干净卫生整洁。
这样的变化，就发生在内蒙古的各个棚户改造
区，越来越多的棚户区居民搬进了新居，过上了
更加幸福的生活。

虽然我区棚改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远没
有到庆祝的时候。行百里者半九十，一项工作

推进到一定程度时，问题和矛盾往往比开始时
更多。比如，集宁区建国三路两旁，一边是新建
成的通顺小区，一边是卧龙山北侧棚户区；一边
是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一边是挤乱脏差的老
旧平房。巨大的现实反差，加剧着人们的心头
落差。

中流击水，尤需趁势而上。继续做好棚改
工作，让我区剩下的棚户区居民早日实现安居
梦，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即使有再多的难
题，也要攻坚克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好。

资金给力是棚改全面开展的“血液”。棚
改，没钱办不成事儿，有钱用不好更办不成事
儿。一方面，要解决好钱从哪儿来的问题，抢抓
政策机遇，主动谋求上级资金支持，加强与金融
机构对接，不断壮大融资平台，千方百计融资；
另一方面，更要解决钱怎么花的问题，研究制定
出高效、便捷的资金使用和支付流程，及时兑付
补偿款，确保群众在签约后第一时间拿到补偿

款，保障棚改工作顺利推进。
棚户区改造素有“天下第一难”之称，如何

说服群众拆迁更是难中之难。具体工作中，个
别群众不愿意搬迁：有的嫌住得远不方便，有的
嫌补偿少想多要，有的认为住楼房生活成本高
不划算……推进棚改工作，既要秉持以人为本
的理念，倾听群众呼声，绝不能为了效率一味替
群众做主；也要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坚持“一项
政策讲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评到
底”，杜绝违规操作、标准不一。

棚改不是简单的拆房盖房，而是牵涉棚户居
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以集宁区卧龙山
北侧棚户区为例，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收入低、就
业难等困难群体，住房、生活方式一旦发生改变，
可能会引发问题。推进棚户区改造，必须注重改
善居民的生产、就业、就学、就医等配套条件，解除
棚改群众的后顾之忧，让他们住得起、住得稳。

城市，是千千万万个家的承载；家，则是人
们心中最温暖的所在；城市越来越美，家才会越
来越好！从棚户到楼房，从“忧居”到“宜居”，千
千万万棚户区家庭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从未如
此之真切，内蒙古让更多棚户居民共享发展成
果的信念从未如此之坚定。

让棚户区居民早日实现安居梦

□江文

为官避事平生耻，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
意识到，手中的公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兢兢
业业、全心全意付出才能不辜负人民的重托。

近日，有媒体发文称，一些地方机构改革正
如火如荼地“施工”，涉改单位的大多数干部能
调整心态、整装出发，但有少数干部出现懈怠
感，想借机构改革“东风”换地养老，更有一些地
方出现“闲差受追捧”的现象。

仔细想一想，“闲差受追捧”背后，暴露的

其实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敢担当，不敢作为
的作风病，这种作风病如果不及时根治，任其
野蛮生长，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蓬勃发展是很
不利的。只有彻底摒弃守摊子、功利主义和
不敢担当等三种思想，让为官有为成为党员
干部的共识，“闲差受追捧”才能在官场慢慢
销声匿迹。

摒弃守摊思想。当前，在干部队伍内部，有
极少数的领导干部，他们或多或少地存在平平
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浑浑噩噩守摊
子、疲疲沓沓过日子的思想。有了这样的思
想，自然就缺少了进取心，自然就不想吃苦流

汗，不想再撸起袖子加油干，只想到清闲部门
去享受待遇，坐等退休。地方党组织要加强对
党员干部的教育帮助，要让他们明白“为官避
事平生耻”，要树立“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
心、上进心。

摒弃功利思想。极少数领导干部一门心思
想到清闲单位或部门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总
认为年龄大了，上升空间不大了，再干下去也很
难再上一层楼。于是就有了“船到码头车到站”
的思想，有了轻轻松松享受待遇、享受生活的想
法。“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每一个领导干部
一定要摒弃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功利思想，“生

命不息，战斗不止”，做一个兢兢业业履职尽责
的好干部。

摒弃不敢担当思想。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
天，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严了，各种条条框
框多了，于是一些领导干部感到“为官不易”，思
想滑入另一个极端，信奉“多干多错、少干少错、
不干不错”，不敢担当，躲事怕事，为官不为。有
了这样的思想，他们自然会削尖脑袋，想到清闲
部门或者单位。对这样的领导干部，党组织一
定要补足他们理想信念之钙，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让他们自觉
地撸起袖子加油干。

破“闲差受追捧”须摒弃三种思想

如今，手机在手，不仅可以购物、叫车，
还将可以预约护士上门护理。不久前，国家
卫健委发布《“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
方案》，确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
广东等 6 省市开始试点。此举有望大大方
便人们的生活。“网约护士”从设想走向现
实，有助于为患者尤其是老年人提供更多便
利。目前，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4
亿人，需要长期护理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
达到4000万人。

——据《人民日报》
锐评：唯有划定服务范围，依托实体医

疗机构的保障体系，厘清护士、平台、患者三
方责任，“网约护士”才能带来健康红利。

目前，春节后的招工进入了密集期。诡
异的是，一边是制造业、服务业普工或称万
能工的“招工荒”，大量年轻人“逃离”传统的
工厂与流水线；另一边却是外卖行业的年轻
人与日俱增，外卖行业从业者的平均年龄在
26 岁到 30 岁，35 岁以下更是占比近七成。
数据显示，2015 年，美团外卖骑手人数仅为
1.5万人，但到了2018年第四季度，日均活跃
骑手人数已接近 60 万人，而饿了么旗下蜂
鸟骑手的注册人数早已突破300万人。

——据《中国青年报》
锐评：招不到年轻人的工厂，与其抱

怨年轻人变了，倒不如好好反省下自己为何
被年轻人“抛弃”，思考该如何改变才能重获
他们的青睐。

今年，北京市将推动把号贩子等严重扰
乱医疗秩序的行为纳入全市信用监管平台
——目前被公安机关处罚的 2100 多名号贩
子信息已被录入该市各大医院人脸识别系
统，未来这些人一旦进入医院，立刻便能被
系统监控到；同时将开展针对号贩子的联合
惩戒行动，包括不能担任公司法人代表，不
能乘坐高铁，不能贷款等惩罚；加大技术防
范力度，联合网信、公安网监及通信管理等
部门，提高医疗机构挂号平台技术防范水
平，切断商业APP与正规医疗机构挂号平台
之间的联系。

——据《北京日报》
锐评：社会治理手段的升级没有完成

时，过程中既要在“术”的层面不断精进，努
力提升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和高效
性；又要注重“道”的修炼，克服畏难情绪，敢
于善于攻坚碰硬。

中国最大的论文数据库知网，最近在一
场争议金额不足50元的官司中败诉。这场官
司的起因是，苏州大学学生小刘在中国知网下
载文献时，网页提示需付费7元，但因知网充
值中心设置了最低充值金额限制，他只能充值
了50元。随后，小刘想退回余额却遭到拒绝，
于是将知网告上法庭。官司败诉后，知网在网
站支付页面增加了自定义充值选项。

——据《钱江晚报》
锐评：赞同为知识付费，但绝不能让

获取知识演变成一种纯粹的生意。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聚焦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
深层次、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多角度入手，对症下药，从根本上加强对民企融资纾困的支持、化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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