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段时间以来，餐饮浪费现象得
到一定遏制，厉行节约的良好风尚正
在形成。但制止餐饮浪费需要久久
为功，防止反弹。尤其是逢年过节，
聚会增多，一些场所点菜讲排场、上
菜吃不完，盛宴变“剩宴”的情况又有
所抬头，需要引起注意。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无论是《朱子
家训》《悯农》，还是晋后王元姬殷切
言语：“世事浮沉，当秉俭行之节。”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一直以来是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从商务宴请到私人聚会，食物浪
费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据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统计，仅
餐饮每年约浪费 1700 万至 1800 万
吨，相当于 3000万到 5000万人 1年的
口粮。

勤俭节约不仅是成熟智慧的生

活态度，更是一种责任担当。现实
中，有些人爱“讲面子”“比排场”，造
成不同程度的过度消费、攀比铺张，
久而久之就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
浪费，就会滋生“消费主义”“拜金主
义”的不良现象。我们倡导勤俭节
约，就是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
提倡尊重劳动、敬畏自然、顾及群体
的价值选择。只有当每个人都参与
进来，都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从自
身做起、从现在做起，才能真正汇聚
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蓬勃力量。

杜绝盛宴变“剩宴”，还需多方共

同努力。一方面，要通过线上线下等
多种途径做好节约粮食的宣传倡导，
多了解农牧业、农牧民、农畜产品，树
立尊重食物的意识，珍惜农牧民劳动
成果，倡导居民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将节约意识融入生活点滴，培养大家
良好的生活观、消费观，让“舌尖上的
节约”成为习惯；另一方面，餐饮行业
应转变经营理念，从“点菜多、创收
多”到“按需点菜”，推出“小份菜”“半
份菜”“分餐制”等消费模式，帮助顾
客适量点餐；服务员可主动提醒，提
供餐后打包服务，适当条件下对“光

盘行动”进行积分奖励，形成良性消
费模式，让杜绝餐饮浪费成为人们的
自觉行为。同时，政府部门更应主动
作为，从治理公务接待等“三公”消费
入手，踏实践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
理念，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
良作风，给民众一个示范，给社会一
个表率。

无论国家如何发达、社会如何进
步、人民生活如何富裕，勤俭节约的美
德都绝对不能丢弃。勤俭节约是艰苦
奋斗、爱国为民的具体体现。节约每
一颗粮食、每一滴水、每一度电，珍惜
当下的生活，从来都不是空喊口号，而
是我们抵御风险、迎战困难的底气，是
我们提升自我修养、促进社会发展的
力量。自觉行动起来，让勤俭节约成
为共同的价值理念，让勤俭节约成为

“自然而然”，让传统美德焕发历久弥
新的光芒。

“禁燃”是文明过年新风尚
◎刘天放

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
我国不少城市都开启了“禁限放”模
式。今年，全国多座城市扩大了禁放
范围，同时违规燃放也将面临更严厉
的处罚。

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几乎人人
皆知，一是会释放大量有害气体污染
空气，影响空气质量。二是烟花爆竹
发出的声音会形成噪音污染，影响人
们休息和健康。三是燃放烟花爆竹
时稍有不慎，不仅会发生伤害自己或
他人的事故，还可能引起火灾，造成
安全事故，教训十分深刻。我们每个
人都应该做新时代移风易俗的倡导
者和践行者，不燃放烟花爆竹。

诚然，爆竹声的确为春节增添了
几分热闹和喜庆，被视为标配。但以
更文明和环保的方式增加年味儿，同
样可以达到喜庆的目的。过年的喜
庆，不是靠烟花爆竹燃放烘托出来，
而是用乡情、亲情、友情等共同浇灌
和营造出来。一个用烟花爆竹炸响
的年，即使再热闹背后仍是寂寞。最
醇厚的年味儿，该是合家团圆的温
馨、文明和谐的安宁。让禁止燃放成

为文明过年新风尚，才更符合新时代
要求。

年味儿也要与时俱进
◎吕海峰

时代在进步，社会越来越文明，
我们的传统观念也要改变。依然拘
执于传统的年味儿，听任炮声震天
响、烟花满天飞，已经不能适应当下
现实需要。烟花虽美，转瞬即逝；蓝
天白云青山绿地，公共卫生和生命安
全，更值得我们每个人珍惜。

不放烟花爆竹，就少了年味儿？
也不尽然。春联、年画、庙会等传统

文化元素，照样可以凸显年味儿，蓝天
下的一张张笑脸，比烟尘呛人、碎屑遍
地更能体现新年新气象。现代生活越
来越丰富多彩，我们比过去有更多方
式辞旧迎新。

年味儿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
文化的丰富多彩。过一个加了“环保
味”的安全、祥和、绿色、健康春节，我
们的幸福感一点也不会少、年味儿一
点也不会淡。

给过年更多文化选择
◎竹可

“ 爆 竹 声 中 一 岁 除 ，春 风 送 暖

入屠苏。”春节向来是国人最为重
视 的 传 统 节 日 ，烟 花 爆 竹 或 许 是
春 节 期 间 最 突 出 的 文 化 标 识 。 然
而 ，燃 放 烟 花 爆 竹 带 来 的 灾 害 令
人 触 目 ，更 与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理 念
背道而驰。

近年来，随着公众生态环保意识
的提高，春节期间禁限燃放烟花爆竹
观念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绿色、文明的方式过节。这其中有
群众的绿色自觉，更有政府的积极作
为。无论是看一场大戏、逛一场庙
会，或是听一段音乐、读一本好书，只
有当政府精心搭好台，百姓才能尽兴
唱好戏。

在倡导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今
天，更要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市
场力量，通过广泛开展送演出、送电
影、送书画、送展览、送春联等文化下
乡活动，创造出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春
节新民俗，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
大餐；发挥电影院、图书馆、书店等文
化场馆的主阵地作用，健全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让群众在浓郁的文化熏陶
中放松心情、愉悦身心。给群众提供
更多的精神食粮、更新的文化消费选
择，年才能过得更充实，更健康，更快
乐，更有味道。

遥感卫星“内蒙古一号”奔向太空，为我区构
筑起全方位、立体式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有力支
撑；林业碳汇项目空间管理数据库创建，开启国
内精准管理林业碳汇资源的先河；亚洲最大的乳
酸菌菌种资源库建成，有力助推乳业可持续发展
……以创新引领发展，以科技赢得未来，在北疆
大地创新驱动的轮子加快转起来，让内蒙古坚定
不移走好新路子的步履更加铿锵。

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再到创新驱
动，以高质量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是破解当前
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选项”，也是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的“必答题”。坚定不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必须让创新
驱动的轮子加快转起来。近年来，我区以习近
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
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
兴蒙”加速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加快融

合，“开放合作搞创新”犹如强力磁石，吸引了全
国优质创新资源向内蒙古集聚，实现了重点产
业、领域科技创新的有效供给，为内蒙古走好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提供了有力支撑。

造屋要架梁，撒网要抓纲。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
键变量”，谁能将其抓得牢、用得好，谁就能抢占
先机、赢得主动。对于内蒙古来说，把加强科技
创新作为“破局”的先导和抓手，加快创新型内
蒙古建设，以“科技兴蒙”行动为统领，打好科技
创新能力提升攻坚战，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
势，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

展的“最大增量”，就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中的
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时代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
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
机遇留给善于创新、敢于创新的人。以高质量
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既要打破观念桎梏，在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中不断提升“脑动
力”，也要兼顾发展路径、发展方式、发展目标
的全方位变化，紧扣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
链，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推进产
学研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完善
创新平台体系，布局一批重点实验室、科技创

新中心和新型研发机构；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
于变局中育新机、开新局。

人才兴则事业兴，人才强则发展强。“聚八方
英才而用之”，才能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
智充分涌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
水”。为此，要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政府
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和社会多渠道投入激励机制，
完善科技评价机制，实施一流科技人才和创新团
队引育工程，最大限度集聚和用好各类创新资
源；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科学家精神，营造崇尚创
新、激励创新、包容创新的社会氛围，着力打造创
新人才集聚强磁场，让更多千里马在内蒙古这片
沃土上竞相奔腾。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前行的道路上，每
一次微小的突破、创新、进步，都会擦亮一个小火
苗，积聚多了就能形成熊熊的如椽之炬。我们坚
信，只要让创新驱动的轮子加快转起来，内蒙古
必将更有魅力、更具动力、更显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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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创新驱动的轮子加快转起来
——坚定不移走好新路子④

◎籍海洋

北疆观察

共有精神家园

【来论】

不放烟花爆竹，年味儿就淡了？

【洞见】

警惕盛宴变“剩宴”
◎杨玉龙

每天喝点红酒可以软化血管？口罩消毒
残留物会致癌，用前要抖一抖？核能供暖的
热水也带核辐射？近日，“智止流言 探求真
知——2021 年度‘科学’流言求真榜”揭晓。
据介绍，针对此次发布的年度典型流言，权威
专家根据其性质及传播规律将其分为混淆概
念、成见效应、不当联想、主观推断等多个类
别，方便大家提高对流言的免疫力。

健康是人人关心的问题，正因如此，有关
健康方面的信息几乎占领微信群、朋友圈和
许多自媒体 C 位。不少人分享致癌提醒、养
生信息、民间偏方，但有些内容令人震惊甚至
耸人听闻。此次发布的年度典型流言，包含
接种新冠疫苗将致病毒免疫逃逸、隔空充电
产生强辐射、“三高”人群不能吃蛋黄等，很多
人就被带偏了节奏。

相比其他谣言，健康流言最大的特点就
是打着科学的名义去蛊惑人心、混淆视听、吸
引眼球，但实际上是伪科学，与真正的科学背
道而驰。正如媒体指出的，这些健康流言都
是用一些看起来很专业、高深的科学词汇和
看似“高大上”的伪科学概念炮制出来的，如
果人们科学素养不足或不够理性，很容易上
当受骗。

专家表示，所有涉及人身伤害或者影响
健康的问题，人们总是倾向于宁可信其有、不
可信其无，这给伪科学提供了可乘之机。比
如“隔空充电产生强辐射”流言，真相是无论
哪种方法的隔空充电，其技术基础都离不开
电磁波，而电磁波会产生辐射。不过，讨论辐
射对人体的影响必须考虑辐射量，如果充电
功率不高，对人体影响则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这类健康流言，虽然有权威的辟谣，
但由于公众对科学技术缺乏系统了解，现实
中总有人会从最初的印象出发得出结论——

“隔空充电总归会产生辐射”“少用甚至不用
总归是好的”。此外，面对与自身相关的信息
时，如果进行错误或过度联想就可能会中流
言的圈套。如“每天喝点红酒”，根本就起不
到软化血管的作用，反而会造成负面影响。

健康流言的传播，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
因素，必须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一方面，
加强对社交平台和自媒体的管理，加大对
不实信息和谣言的打击力度，对有组织、有
利益动机的传播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另一
方 面 ，放 大 主 流 媒 体 和 权 威 专 家 的“ 高 品
质”声音，锲而不舍地普及科学知识，努力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作为普通民众，在面
对各种各样的健康信息时也应保持理性，
多点科学质疑精神，学会辨析和甄别，不给
伪科学可乘之机。

别被健康流言
带偏了节奏

◎付彪

【一家言】

《韩非子》里有这么一则故事：一日，孔子
的学生子夏去见老同学曾子。见到子夏，曾子
有些吃惊：“几日不见，怎么胖了？”子夏说：“我
打了场胜仗，所以胖了。”见曾子一头雾水，子
夏大笑：“前些天我在家里研究先贤正道，沉醉
于中，为自己的志向感到荣耀；后来外出时看
到别人享受荣华富贵，又觉得那才是荣耀。两
种念头缠斗于心，所以就消瘦了。现在，研究
先贤正道的志向大获全胜，所以就胖起来了。”
韩非子由此总结道：“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
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

自胜重在改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
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只有善
于反省自己，找出不足之处，不断完善精进，才
能不断突破自己，发现更优秀的自己。相传春
秋时期的蘧伯玉，每天都会反省自己前一日所
犯的错误，力求做到今日之我胜过昨日之我，
每年都会反省自己前一年的不足，即便到了五
十岁的年纪，仍然在反省之前所犯的过错，所
谓“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蘧伯玉寡过
知非、德行出众，于卫献公初入仕，在献公中期
已成为卫国皆知的贤大夫。

自胜难在心贼。欧阳修《伶官传序》有言：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
伶人也哉？”意思是说，祸患常常是极小的不良
细节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的和英
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不良的嗜好中，
受其迷惑而陷于困顿。正如王阳明所说，破山
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惟其难破，所以需要我
们眼睛向内、刀口向里，瞄准“脓包”，深挖“腐
肉”，行之在先，守之更严，纠之必狠，以“疾在
腠理，不治将恐深”的危机感和“近在眉睫之
内”的紧迫感，防早防小、防微杜渐，扫尽心寇、
袪病强身。

自胜贵在突破。“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
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
么都阻止他不得。”人生，就是与自我的搏斗
中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对于如何挑战
自我、取得自胜，清人曾国藩举例，“如不惯早
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
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
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
恒，即毅也。”类似于早起、庄敬、劳苦这样的
事情，只要是正确的，即使自己不习惯、不情
愿去做，也应强制自己去尝试、去突破，去“自
讨苦吃”，在一次次的挑战、超越和吃苦中，成
就全新的自我。

西谚有云，谁在凯旋中战胜自己，谁就赢
得了两次胜利。人生路途漫漫，正如大海航行
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
上，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战胜自己的弱点，才能
真正走出困境，采撷到成功的果实。

战胜自己
方可赢得人生

◎向河

【街谈】

【出处】
李白（唐）《落日忆山中》

【原典】
雨后烟景绿，晴天散馀霞。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
花落时欲暮，见此令人嗟。
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

【释义】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出

自唐代诗人李白的五言律诗《落日忆
山中》，是描写春天的千古名句。这
句诗的意思是，和暖的东风跟随春天
的脚步吹拂大地，催开了我家院内的
花枝。

全诗译文：雨后原野一片翠绿，
烟景渺茫，晴空里余霞像一幅幅绮
锦。东风跟随春姑娘回来了，催开了
我家院内的花枝。现在正是花落日
暮的时候，怎么不让人嗟叹不止？我
想去游名山大川，找仙人学道炼丹砂
金丹。

此诗是李白观看日落时触景生
情、心有所感而作，花开时的鲜美，花
落时的凄惨，让人不禁嗟叹韶华易
逝，莫负春光。首二句描绘雨后山中
的落日美景，三四句写春回大地，山
花烂漫的景象，“发我枝上花”用一个

“我”字，倍感亲切，体现出诗人对大
自然的热爱。五六句突然一转，写花
落的惆怅，这种转折给人带来强烈的
心理落差，而珍惜光阴、珍重美好、及
时享乐的主题也在转折中自然凸显
出来。所以，末两句情感又飞升起
来，既然时光如此迅疾，就应该抓紧
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只愿遍访
名山问道、学道。

【启悟】
春临大地百花艳，节至人间万象

新。二十四节气的“立春”一般在春
节前后。今年 2 月 4 日，农历正月初
四，即是“立春”时节。春节俗称“年
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
节。传统名称为新年、大年、新岁，但
口头上又称度岁、庆新岁、过年。古
时春节曾专指节气中的立春，也被视
为是一年的开始，后来改为农历正月
初一开始为新年，一般至少要到正月
十五（上元节）新年才结束。春节是
千家万户团圆的盛大节日，全国上下
都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气氛，中国人过
春节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

春天是起点，是成长，是希望。
在 2015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开场便引用了李白的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既表明
春天随着春节一起回归神州大地，
万物复苏、春意盎然，也表达了在这
普天同庆的盛大节日里，总书记和
全国人民一样喜悦和激动的心情，
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亮丽动人的春景
图，一股意气风发的豪迈之气油然
而生，如春风化雨润人心田、暖人心
扉，激励着亿万人民在新的一年里
追梦前行。

春华今正浓，秋实自可期。对于
快速前行的中国，每一次春节的到来
都承载着新的美好期待，每一段旅程
的延展都描绘出砥砺奋进的时代风
景。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
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
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今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我们
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重要一年，让我们踏着春天的脚
步，奋楫扬帆再出发，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一起向未来。

（哈丽琴）

东风随春归
发我枝上花

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再到创新驱动，以高质量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是破解当前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选项”，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必答题”。坚定不移走好新路子，必须让创新驱动的轮子
加快转起来

春节期间，和全国不少地方一样，内蒙古多地也发布了限时全域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受到居民欢迎。但也有少数人认为，禁放烟花
爆竹让春节少了年味儿。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真的就没年味儿了吗？
本期“来论”，我们选编3篇来稿，与大家一起探讨。 ——编者

■
画
里
有
话“亮”出实招 布局新一年经济发展，各地陆续“亮”出为企业纾困减负、增强内生动力的实招。连日来，在多省（市）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不少为企业减税降费、提升竞争力等政策。 新华社发 徐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