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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来论

□袁宝年

“草原绣娘”白晶莹带领贫困地区农牧
民妇女开拓出脱贫致富新路子；“夫妻守边
员”阿迪雅、娜仁其其格守望相助传家风，一
家两代守边疆；董鸿儒扎根林场 40余年，将
荒山秃岭变成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在祖
国北疆大地上，无数共产党员牢记初心、攻
坚克难、无私奉献，用辛勤和汗水写就了一
篇篇践行初心使命的精彩篇章。

回望百年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在无数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中，内蒙
古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一代代共
产党人始终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不畏艰难、
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团结带领全
区各族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
克的难关，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

伟大胜利，让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越来越亮
丽。

不忘初心方能砥砺前行，牢记使命才
能续写荣光。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必须充分发挥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区
广大党员干部应当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时刻牢记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坚
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力量，将初心和使
命铭刻于心，并将之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攻坚克难的不
竭动力，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坚持稳
中求进、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以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投身伟
大实践，坚决避免“等靠要”思想，俯下身子
务实干、甩开膀子全力干、撸起袖子加油
干，在新时代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不懈努力。
一切难题必须在担当实干中破解，一切

机遇必须在担当实干中把握，伟大梦想只有
通过担当实干才能实现。刀要在石上磨，人
要在事上练。事上练，是一种行动哲学，说
到底就是愿做、敢做、善做，其内在深层动机
是对所做的事的认可、向往和信任。全区广
大党员干部要以对信仰的忠诚勇于担当实
干，勇于在事上练，从而迸发出对干事创业
无比坚定的信心，无畏险阻的勇毅，永不退
缩的韧劲。身处新时代、面对新挑战，全区
广大党员干部要立足岗位，坚守初心本色，
勇担发展使命，把履职尽责、真抓实干作为
行动自觉，做到不懈怠、不犹豫、不低头、不
观望、不拖拉，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
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办、一步接着一步走、一
年接着一年干，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
任感、紧迫感，力争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
凡的业绩，推动“十四五”各项目标任务落地

落实。
让人民满意，是党的永恒追求。我们党

一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
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生活幸
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切向前走，都不
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
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
什么出发。面向未来，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
以为群众办实事为宗旨，将解决老百姓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作为自己的目标，有“利
民之事，丝发必兴”的决断，有“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的胸襟。要坚定理想信念，践行
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以真挚的为民情怀滋养初心，自觉同人
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
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
不懈努力。

历史的辉煌已经写就，未来的荣光还需
接续奋斗。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书写
内蒙古发展新篇章，尤需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一往无前，团结奋斗、苦干实干，续
写新的荣光，在新时代内蒙古高质量发展中
再创佳绩、再立新功，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
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践行初心使命 续写新的荣光
——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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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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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

有人说，这是一个焦虑弥漫的时代，人们的欲望
比以前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从起跑线恐慌、成名
须趁早到速度情结、换挡焦虑，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似
乎成了每个人的心灵常态。

追求迅疾生长、芳华尽展，朝着既定目标飞速前
进，是个人价值的体现，本无可厚非。然而，世上没有
一蹴而就的跨越，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进步，做任何事
情都要脚踏实地，一口永远吃不了一个胖子，急于求
成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落得一个拔苗助长的笑话。

幸福的维度本就不止一个，成功的定义也绝不会
单一。很多人看待成功，似乎总离不开功名利禄。将
成功的定义局限于此，无疑窄化了人生的价值与意
义。有的人粗茶淡饭、身处陋室，却桃李满天下，难道
这不是成功？有的人默默无闻，却执着于事业、潜心
于研究，这难道不是成功？成功不仅仅指物质上的收
获，还意味着精神上的成长，更包括对他人和社会的
贡献。尽职尽责做好分内工作，立己达人热心回馈社
会，皆是对成功的有力诠释。

追求成功是一种态度，应该让这种态度趋于理性
平和而不是虚浮躁动。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
根，躁则失君。人生在世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
西，实现个人价值，就必须避开喧嚣，拒绝诱惑，祛除
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把个人奋斗融入时代潮流，与时
代同奋进，与祖国共成长，踏实做人、扎实做事，而不
要被社会浮躁的洪流所裹挟。

有得有失是人生常态。得失既要看重，相信“有
耕耘才有收获”；更要看淡，懂得“快乐在于过程而不
是结果”。懂得取舍，学会放下，并不是碌碌无为、虚
度年华，也不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而是要培养一种
健康人格，保持一种良好的积极的心态。真正有智慧
的人，都懂得原谅生活的不完美；凡事不苛求，不贪
婪，不要什么都想得到。学会放下和取舍，有助于我
们在人生前行路上坦然面对一切。只有懂得该放下
时放下，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腾出更多时间精力，抓
住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获得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没有锲而不舍的量变，就没有水滴石穿的质变。
推进一项工作，抓一阵子松一阵子，热一阵子冷一阵
子，是难以见到成效的，最快的方法就是踏踏实实地
一步一步积累。做人做事贵在持之以恒、坚定执着。
重复的工作反复做，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滴水穿石是
一种重复，但在重复中能孕育出非凡之力。务实肯干
方能立得长远，不抛弃，不放弃，真诚做人，踏实做事，
终会让人生获得升华。摒弃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以
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精神真抓实干、不懈进取，才能
有大收获、大成效。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在不忘初心
中砥砺奋进，在祛除浮躁中提升自我，找准人生坐标，
踩准人生节拍，始终向着确定目标进发，成功就在不
远处。

摒弃急功近利
脚踏实地前行

□贺嘉琦

连日来，“饭圈”乱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针对流
量至上、“饭圈”乱象、艺人违法失德等文娱领域出现
的问题，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重拳出击，分别
印发通知，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

近年来，“饭圈”粉丝群体在网上互撕谩骂、应援
打榜、造谣攻击等问题屡见不鲜，既破坏了网络舆论
生态，也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了不良影响。在

“饭圈”乱象中，明星艺人榜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此类榜单中，决定明星艺人排序的不是作品数量和
质量，而是相关话题的流量和热度。一些明星艺人和
经纪公司热衷于炒作，甚至是花钱买热搜，通过营销
号炒作话题，不遗余力地带节奏，鼓动和诱导粉丝打
榜、应援。

劣币驱逐良币的网络环境和“流量为王”的畸形
市场，让不少人看到了“造星”的捷径，明星艺人不仅
可以速成，而且可以借资本力量批量制造。一些流量
明星作品没有丑闻多，却丝毫不妨碍他们以“顶流”的
姿态招摇过市、四处吸金。这不仅对那些勤勤恳恳的
实力派艺人不公平，也带坏了整个社会风气。一些狂
热粉丝对“爱豆”毫无底线地“效忠”，唯流量偶像马首
是瞻，逐渐丧失基本的艺术审美能力，甚至形成了非
黑即白的二元价值观，丧失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在
一些事件中，即使流量偶像已经严重触及法律底线，
在“饭圈”的“工蚁”们眼里也是“哥哥需要我来守
护”。在“饭圈”无底线的溺爱中，不少流量偶像也自
我膨胀，演艺水平原地踏步却仍不思进取，“巨婴”心
理和幼稚行为频现。

健康向上的“粉丝文化”离不开明星艺人的表率
和担当。明星艺人作为公众人物，对于青少年粉丝具
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时刻检视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
树立榜样、以良好形象传播正能量，是明星艺人必须
承担的社会责任。对于粉丝而言，个人追星行为绝对
不能越过底线和边界，应理性甄别网络信息，理智发
表网络言论。当明星艺人出现失德、违法行为时，更
应端正心态，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
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为人民奉献精神食
粮，明星艺人责无旁贷；为民族贡献精神力量，明星艺
人大有可为。作为明星艺人，不仅要有荣誉感，更要
有责任感，要珍惜前辈争得的荣誉、时代赋予的责任
和人民殷切的期待，应该把荣誉、责任、期待变成不断
向上的动力。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全民参与、同心发力，让“饭圈”重归清朗，才能涵
养出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和文化氛围，让文艺工作者
成为真正的灵魂工程师，充分发挥文艺铸造灵魂的应
有作用。

□戴先任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口
流动不断增大，很多年轻人到大城市或异地工
作成了“北漂”“广漂”。一部分老年人为支持儿
女事业、照料孙辈，“候鸟式”离家到陌生城市居
住，他们这个群体被称为“老漂族”。随着“老漂
族”数量的增多，他们在异地他乡面临的许多现
实问题和生活难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老漂族”大多有着难以割舍的家乡情结，
他们大半辈子生活的地方是“熟人社会”，到了异
地他乡一下子进入“陌生人社会”，往往很难适
应，对新城市也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由于年
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上
的差异，“老漂族”不可避免地会和当地人存在

“不合拍”的地方，导致价值分歧与文化冲突。老
年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较弱，在融入数字化

生活方面也存在不少困难。异地就医的费用报
销问题，亦困扰着不少“老漂族”，他们生病就医
往往要经过繁杂的报销流程，无形中增加了异地
就医的成本。同时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一些地
方也存在政策相互“打架”的问题。相关数据显
示，中国老年流动人口近年来呈持续增长趋
势。面对越来越庞大的“老漂族”群体，如何让
他们走出漂泊困境，提高生活质量，成为亟待
解决的问题。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让“老漂
族”走出漂泊困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就要
多给予“老漂族”一些制度温暖，如增加对随迁
老人的政策支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公
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打通城乡户籍间的
民生政策壁垒，让“老漂族”在各方面都能享受
到与当地户籍老人一样的待遇。解决“老漂
族”的现实困难，不仅有利于“老漂族”本身，对
于来到城市定居和工作的年轻人群体也是民

生利好，能够化解他们的许多担忧。
对于“老漂族”的子女而言，则应做好对老

人的精神关怀和生活照顾。很多年轻人在忙碌
的工作中总是忽视了与老年人的沟通交流，也忽
视了他们面临的困难。作为子女，除了腾出时间
来关心老年人的需求，还可以通过搭建好友圈、
老乡圈等方式，让老人们有沟通的渠道、倾诉的
地方。“老漂族”们像“候鸟”一样背井离乡，为孩
子“漂”进陌生的城市，子女有义务帮助他们更好
地融入新城市，给他们的心灵安个家。

让“老漂族”更好融入城市，享受晚年生
活，既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尊重和回
应“老漂族”的利益诉求与精神需要，不仅需要
家庭的调适与改变，也需要城市张开怀抱，认
同“老漂族”的价值。给“老漂族”应有的尊重，
让他们的权益得到更好保障，让继续发挥光与
热的他们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与善待，才能让

“老漂族”走出身心漂泊的双重困境。

帮助“老漂族”走出身心漂泊困境

□丁恒情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第二轮第四批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一批典型案例，据报道，
此次通报的 7 个典型案例以及第二轮第三批
通报的 40 个典型案例中，责任空转出现频率
最高，绝大多数案例存在主体责任弱化、日常
监管缺失、落实要求打折等问题。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
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
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重要内容，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
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令人震惊的是，在生态文明理念
日益深入人心、历经两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背景下，仍有一些地方置若罔闻、顶风而上，
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出现“责任落

实挂空挡、应对考核造假象、整改敷衍走过场”
等问题，不仅严重偏离了党中央决策部署，也给
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沉重创伤，更助长了
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等歪风邪气。

越是艰难的工作，越需要踏实的作风。生
态环境保护是硬仗中的硬仗，必须付出百倍努
力，决不能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
空挡。打赢生态环境保卫战，要以对党、对历
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用层层压实的“生
态责任链”串起环环相扣的“制度保护链”。现
实中，有的地方没有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
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上，处处考虑自己的“小
九九”，对淘汰落后产能和重污染企业持“暧昧”
态度，对“纳税大户”监管执法偏宽松软；有的地
方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重视不够，存在侥幸心
理和闯关心态，认为“督察是一阵风”，出现弄虚
作假、厌战情绪等不良现象……这些情况虽是
少数，却影响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效。对于这
些问题，必须保持“零容忍”态度，出现一起就查
处一起，决不能姑息迁就。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
生态环境保护，是不可逾越的底线、不能触碰
的红线，相关政策的落实容不得任何变通、折
扣。只有“瞪起眼来”真问责、严问责，对责任
人员应追尽追、一追到底，才能防止“责任空
转”，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
效。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如果以“过关”心
态来敷衍应付，花样再多也“过不了关”，还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行百里者半九十，难走的是后半程。生态

环境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必须永不停歇、久久为功。当前，生态文明建
设仍处于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还有不少难
关要过，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还有不少顽瘴痼
疾要治。水绿山青，方得金山银山。保持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算大账、长远账、整
体账、综合账，绷紧责任弦，完善责任链条，担负
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我们就一定能打
赢生态环境保卫战，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压实责任 打赢生态环境保卫战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一家言

■街谈

近日，有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称“非全日制”研究生在就业中遭遇不平等对待。根据
线索，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第十一督查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非全日制”研究生遭到不平等对待的现象
的确存在，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营造平等环境。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画里有话

岂可区别对待

【原典】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
外物寂无扰，中流澹自清。
念归林叶换，愁坐露华生。
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

【出处】
张九龄（唐）《西江夜行》

【释义】
《西江夜行》是一首描写月夜思乡

之情的古诗，空旷的天宇、明月、夜晚，
鹤鸣都能唤起人的思乡之情。在这样
的夜晚，诗人夜行，满腔溢起浓浓的思
乡情。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其意
思是说：天地空旷而茫茫，思乡之情，
切切难忘。

【启悟】
故乡永远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

挂，距之越远，思之越切。故乡的山，
故乡的水，故乡的人，故乡的只言片
语，都能引起游子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之情。

“月是故乡明”，一轮明月，牵动着
无数中华儿女的心，述说着每个人心
中深深的故乡情。人人都爱故乡的月
亮，人人都觉得故乡的月亮总比外面
的月亮更圆更大。其实，千古一明月，
照耀古今人。古今中外，大家同赏一
轮明月，因为人的心境不同，便觉得月
亮似乎也有了区别。离开了故乡，对
于故乡的一切就疏远了，很难再见，于
是记忆中故乡的一切便会越来越美
好，连带故乡明月也分外的与众不
同。这便是游子的心境。

在我国，月亮很早就与思念亲人、
怀念故乡联系在一起。而中秋月，既
圆且明，又处于万物开始变得萧索的
仲秋季节，更容易触动人的心弦。由
天上月圆延及人间团圆，成为人们萦
绕难去的情怀。北宋文学家、书画家
苏轼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升华了团圆的含义，团圆不再仅仅是
面对面的把酒言欢，亦是同一轮明月
下的天涯共此时。到南宋末年，中秋
节的团圆内涵已从个人的悲欢离合上
升到国家的层面。诗人刘辰翁的《水
调歌头》里“明月几万里，与子共中秋”

“举首快哉去，灯火见神州”的诗句，就
承载着对收复故国的渴望。

而如今，由团圆而团聚而团结，作
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中
秋节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载
着人伦孝悌的血脉亲情和深沉厚重的
家国情怀，让人们从内心生长出对亲
人、乡土和国家、民族的爱，并凝聚成
强大的精神力量。

团聚最喜悦，团圆最幸福，团结最
有力。千千万万个小家庭的幸福，汇
聚成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团聚、团圆、
团结，带来了安康幸福和希望，带来了
家庭的和谐与国家的安定。我们应珍
惜中华儿女的亲情，珍惜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血脉联系。

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
才能好。14 亿中华儿女共有一个家，
无论身处何地，都要积极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
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
梦之中，用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汇聚
起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磅礴力量。 （哈丽琴）

悠悠天宇旷
切切故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