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争到 2022 年底，通过国家组织和省级联盟采购，实现平均每个省份覆盖 350 个以上的药品品种，高值医用耗材品
种达到 5 个以上。”近日，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表示，2022 年药耗集采工作将在品种提速、领域扩面、持续增效三方面
共同“发力”，进一步扩大老百姓用药就医的受益面。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出处】
王维（唐）《山中与裴秀才迪

书》
【原典】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
望，轻鲦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
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
游乎？

【释义】
唐天宝三年（744年）年末，王

维在辋川（在今陕西蓝田南）别业
中忽有孤独之感，便写信给好友裴
迪，约请他明年春天来山中游玩。
这封信就是《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在信中，王维描绘了辋川别业
冬、春不同季节的景致。关于春
景，王维紧扣春的特点，写道：“当
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意
思是：等到春天来临，草木蔓延生
长，满山的青翠可望见到了。就是
说，春天即将来临，山峦会变得郁
郁葱葱。细细品味，让人顿时感觉
一股和暖春风扑面而来。

该句不仅对春景作了总的概
说，也为下文作了铺垫。接下来，
王维选取了春天山中最具代表性
的景物，“轻鲦（tiáo）出水，白鸥
矫翼，露湿青皋（gāo），麦陇朝雊

（gòu）”，四个特写镜头生动形象
地描绘出辋川别业生机勃勃的春
景。全文景中含情，情由景生，情
景交融，给人以无尽的想象。故清
末民初学者高步瀛这样评价：“昔
人谓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
文幽隽华妙，有画所不到处。”

【启悟】
春到人间草木知，大地复苏万

物醒。在 2017 年春节团拜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草木蔓发，
春山可望”做开场白，契合了一元
复始、万象更新的新春气象，也描
绘了生机勃勃、繁荣兴盛的新时代
气象，带给人们以希望和力量。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这是一
幅充满生机的画面。草木不断向
外生长，每一个枝丫都在拔节。这
恰如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坚
强领导下，经过百年奋斗，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可堪称

“草木蔓发”。新的赶考路上奋力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
征程已经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
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神州大地、泱泱
中国，身处其中的人无不感受到一
股春天的气息。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这也是
一幅充满希望的画面。从草木的向
阳生长，我们可以预见春天满山的
苍翠。这恰如未来的中国，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可谓“春山可
望”。春潮拍岸千帆进，目标如同灯
塔，指引着航船扬帆破浪、坚毅前
行。党的二十大将于今年下半年在
北京召开，我们唯有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
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一起向未来，方能在一代
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创造新的更
大奇迹、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

（哈丽琴）

草木蔓发
春山可望

清人钱大昕曾写过一篇名为《弈喻》的文章，
说的是有一次在朋友家看人下棋，一名客人老是
输棋，钱大昕于是讥笑他，认为他棋艺不如自
己。客人便请求和钱大昕对弈，结果钱大昕处处
被动，大比分落败。他由此感叹：“观人之失易，
见己之失难”，看问题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
度”，不可自以为是。

钱大昕的感叹与反思，对今人仍有很强的启
示意义。现实中，有的人对别人的错误洞隐烛
微，对自己的缺点却视若不见，习惯于孤芳自赏、
自以为是，出现了问题往往不从自身找原因。“自
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一个人只跟自己比，很
难真正地看清自己的不足，很难照出真实和客观
来。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在自己的立
场上看问题，往往看到想到的都是自己好的一
面。只有变换角度，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来审视自
己，才更容易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正如钱大昕在《镜喻》中写道：

“目能见物，而不能见吾之面，假于镜而见焉。”以
他人为镜，有了他人的意见和提醒，自己就可眼
明心亮，少犯错误。反之，如果丢掉了这面“镜
子”，自命不凡，就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

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有钱难买
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旁观者的批评，是人生道
路的“罗盘针”、提升自我的“催化剂”，是惊醒“梦
中人”、唤醒“迷途客”的法宝。“和风细雨”不一定
管用，“疾风骤雨”最为解渴。愈是带着辣味的批
评，愈能发挥“出出汗、红红脸、排排毒”的功效。

“君子浩然之气，不胜其大”，党员干部应当涵养
广阔胸怀，拿出虚心以待、胸怀若谷的姿态，砥砺
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自觉，对于自身问题不回
避，不推卸，敢于触及思想、触及灵魂，及时打扫
身上的“灰尘”和“污垢”，从而“刮骨疗毒”“切除
病灶”。

修身以不护己短为第一长进。雄鹰是因为
看到蓝天的高远，知道了自己的渺小，然后才搏
击长空；人们是因为看到了别人的优秀，知道了
自己的不足，然后才知耻后勇。人非圣贤，孰能
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一个人有缺点毛病
并不可怕，怕的是文过饰非、讳疾忌医。“吾日三
省吾身”，古人尚且如此，作为党员干部更应有躬
身自省的自觉，既要“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
知道差距；更要“以镜考己行”，不蹈覆辙。

观于明镜，身自端正。从“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的对标看齐，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的取长补短，再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的虚心请教，揽镜自照，克己内省，迁善改过，让
修身正己成为常态，不断修正言行偏差，当是我
们一生的必修课。

涵养乐见己失的境界
◎赵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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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的年味还未散去，春耕备耕已经热了起
来。在达拉特旗，全旗农村牧区重点工作“开春第
一课”为农牧民充电；在巴林左旗，农资企业正铆足
干劲抓生产、保供给；在额尔古纳市，农民们忙着检
修农机，为春耕生产做准备⋯⋯内蒙古广袤的土地
逐渐苏醒，春耕备耕的进行曲已然奏响。

粮安天下，农稳社稷。当前，无论是中央还
是自治区，都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字当
头，头等大事就是吃饭问题。内蒙古作为农牧业
大区，扎实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加快建设“两个屏障”“两个
基地”“一个桥头堡”，就必须实打实做好粮食安
全工作。春耕备耕是稳定米袋子、菜篮子、确保
粮食安全的重要工作，也是推进内蒙古经济稳字
当头稳中有进、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环节。今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越是重要关头，越要把“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越是关键
时刻，越要高质量做好春耕备耕工作，把“三农”
这块压舱石牢牢稳住。

农时不等人，未雨绸缪备足生产物资、提供
好服务保障是春耕备耕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
内蒙古农业生产一年一季，春耕备耕等不得、慢
不得、须臾耽误不得，各地必须坚持干字当头抓
落实，抢抓农时，早安排、早行动、早落实，坚决扛
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聚焦制约春
耕备耕的突出问题，围绕“农”字做好统筹协调、
配套服务。在融资、用工、原材料保供等方面为
农资企业提供优惠便利；开辟农资到村头进田头
绿色通道；提前做好农机具保养、调试和检修；加
强灾害天气监测预警，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打通堵点，切实消除基层、农户的后顾之忧，才能
赢得时间和主动，打好农业生产开年第一仗。

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耕地是粮食生产的
命根。高质量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必须抓住种子
和耕地这两个核心要素。近年来，内蒙古在种业
振兴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马
铃薯脱毒种薯繁育技术、规模、生产能力居全国
第一，大豆制种面积居全国第三，玉米制种面积
排在全国前五；全区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 4585
万亩，有效支撑粮食产能 430 亿斤以上，为保障

“十八连丰”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也要看到，种业
发展基础不牢固、资源优势发挥不充分，高标准
农田建设数量、质量双提升有待加强等问题依然
存在。仍需严格落实耕地保护责任，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

力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集中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良种化水平提升、优势特色品种培育工程，以
切实行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内蒙古力量。

高质量做好春耕备耕工作，要把发展农业科
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全国农产品保供压
力大的情况下，主动作为、多作贡献，充分发挥内
蒙古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大力推进农业机
械化、智能化，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如今，我
区不少地方尝试为农产品贴上二维码，扫一扫就
能追溯其“前世今生”；一些地方无人驾驶的拖拉
机牵引着播种机，可自动完成作业；农业生产从

“靠经验”变为“靠数据”，从“汗水农业”朝着“智
慧农业”加速转变。诸多变化启示我们：有了科
技化、信息化的加持，春耕备耕自然省力更给力，
农业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也将不断提升。

干在春耕时，深谋秋收景。有力有序做好春
耕备耕工作，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自治区部署要求
落实落地，推动农业生产开好头、起好步、行稳致
远，丰收的愿景必将在内蒙古广袤大地上变为现
实。

奏好高质量春耕备耕“进行曲”
——干字当头抓落实①

◎籍海洋

北疆观察

共有精神家园

【来论】

服务新就业群体
要彰显“新”温度

◎罗淇尹

【洞见】

春耕备播莫忘“供给侧”
◎周荣光

【一家言】

【街谈】

粮安天下，农稳社稷。内蒙古作为农牧业大区，讲大局、担使命，必须肩负起、
履行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春耕备耕是稳定米袋子、菜篮子、确保粮
食安全的重要工作，也是推进内蒙古经济稳字当头稳中有进、做好“三农”工作的重
要环节。干字当头抓落实，要高质量做好春耕备耕工作，把“三农”这块压舱石牢牢
稳住

提速扩面

当前，各地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数
字化、智能化正不断向基层延展、为基层赋
能。但据媒体报道，在某些地方，“数字形式主
义”有所抬头，各式各样对基层工作进行考核
评价的投票让广大基层干部苦不堪言，甚至出
现了公款买票、刷票等乱象。

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对实现政
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借
助各种各样政务 APP、微信小程序，各级政府
部门不仅可以实现政策、政务信息从发布者到
接受者之间的广泛快速直达和及时反馈，而且
人民群众动动手指、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政务
服务群众的“一网通办”“一键完成”，实实在在
提高了政务服务办事效能，提升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数字化改革获得感。但有的地方在发展
过程中，却滋生出“数字形式主义”，如在某些
网络问政平台上，对群众反映的个性化问题，
回复统一而“官方”；有的地方为了提高工作
APP（手机应用软件）点击率和官方微博活跃
度，给基层下指标、搞摊派，每周排名通报，使
基层不胜其扰。更有甚者如网络投票评价乡
镇工作，一些乡镇花钱在网络上买票，请“水
军”到指定的 APP（手机应用软件）上去投票，
发生了一个两三万户籍人口的乡镇，1 个手机
号投 1 票的前提下，却投出了 7 万票的怪事。
屏幕变屏障，让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望数生
畏”。

“数字形式主义”表现形式多样，但本质还是
忽视实际、脱离群众，其背后是政绩观错位、作风
不严不实。未来，数字化转型发展是大势所趋，
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好助手。但重视数字化
建设不等于就能用好数字化，“数字形式主义”不
仅是对人力财力的损耗，还会使具体工作任务停
留于网上“空跑”状态。在推进数字化建设过程
中，不把目标导向放在提升群众获得感、提高基
层办事效率上，只把目光放在上级满不满意、任
务有没有完成上，还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其背
离民意和实际，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数字化建设是搭建政府部门与广大人民
群众有效沟通互动的便捷桥梁，必须摈弃“数
字形式主义”。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要牢
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注重数字治理在提升服
务效率、办事能力等多维度的实效，正确处理
数字化技术和现实需求之间的关系，努力把更
多的精力和支出投入到改善民生当中，用实打
实的举措代替形式主义虚功。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加强基层数字化建设和应用情况的监督监
察，规范各类评选、投票行为，对搞数字化面子
工程、形式主义的单位和领导干部，依规依纪依
法严肃问责，狠杀“数字形式主义”风气。

数字化是手段，为民服务是根本目的。把
握政务服务数字化的初衷，坚决杜绝各种“数
字形式主义”，才能推进数字化建设健康发展，
使基层数字化转型发展真正为民所用、为民服
务，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升级。

坚决摈弃
“数字形式主义”

◎潘铎印

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党的工
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要有党组织，哪
里有党组织哪里就要有健全的组织生
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近年
来，快递物流、外卖送餐、网络货运等
新业态经济迅猛发展，催生了一大批

“网上注册、平台派单、线下干活”的新
就业群体，他们成为服务居民生活、助
力城市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他
们也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急需打通
的“神经末梢”。

新就业群体不同于普通居民，其
流动性大、工作内容杂、管理难度大，
治理好了是助力发展的生力军，治理
得不好就会给基层矛盾纠纷制造一个

“灰色地带”。这无疑是新时代下基层
治理的一道新考题。

这道考题不仅考验着党组织在基
层治理中的能力和水平，更考验着党
组织的责任和担当。当前已有不少地
方做出了积极行动，浙江省德清县搭

建“红色驿站·蜂享小屋”、北京市东城
区搭建 300多个暖心驿站、深圳市成立
各新就业群体党支部⋯⋯这些地方的
做法敢于创新且成效较好，值得称赞。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破解新就业
群体的治理困境，不仅要抓住其群体
特征，更要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从而
帮助其解决更多的难题。在持续加强
对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同时，基层
治理必须紧跟时代形势，焕发出服务
管理“新”温度，这既是党组织强化领

导力、凝聚力的难得机遇，更是回应广
大人民群众新期待的有力举措。

新形势下，要把实事办到人民群众
心坎里，体现出党组织温度。这就要求
各级党组织更加重视基层治理，围绕时
代特征，以敏锐的眼光发现新兴行业从
业群体，结合行业特点，精准施策，及时
协调解决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并建立
常态有效的服务机制，体现出党组织的
关怀，彰显出党组织的担当与初心。

彰显服务“新”温度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给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服务暖心
了，活力增强了，新就业群体自然就融
入集体了。我们在基层治理中要坚持
党建引领，织密服务阵地体系，更多地
为新就业群体排忧解难。一方面，要
加强与新就业群体的联系，多组织他
们加入到所在社区的服务活动，多鼓
励非党员向党组织靠拢，让其成为网
格化治理的生力军。另一方面，要加
快新型行业党组织建设，扩大党在新
兴行业影响力，充实党建引领的队伍
力量，大大提高基层治理效率；要积极
组织开展新型党组织与当地社区党组
织的联谊活动，打造共建共享、关心关
爱、互通互融的区域化党建格局，着力
扫清基层治理在新兴行业的盲区。

在基层治理中，让新就业群体感
受到党组织的真挚关怀和城市治理的
温度，才能让他们成为城市精细化管
理的触角和延伸，构建新兴就业群体
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大格局”。

时下，全国春耕备播由南向北陆
续展开，人们忙着准备农资、检修机
具、耕翻整地、培育新苗，为新一年的
农业生产打好基础。

春耕备播，不仅是农业生产问题，
还需要考虑市场需求。这几年，不少
地方都出现过农产品丰收却滞销、丰
产不增收的问题，虽然有不少客观原
因，但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重
要因素。不能否认，习惯于“单打独
斗”的农户，对市场行情无法作出准
确科学的判断。当一种农产品价格
快速上涨时，一些农户会跟风扩大种
植规模，这就给农产品滞销和价格下
跌埋下了隐患，造成供过于求，最后
只好贱卖甚至卖不出去。即使有相
关部门和社会爱心企业帮助销售，也
很难解决增产不增收、流汗不开心的

问题，进而可能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

地里到底该种啥？未来销路如
何？价格怎样？都需要着眼于供给侧
改革，根据市场走势变化来判断。既
不能循规守旧，也不能盲目跟风。相
关部门要帮助农民认识、学习和适应
市场化理念，从供给端入手，调整优化
农业种植结构，激活优质农产品的生
产和经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提升农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抓春耕备播的

时候，不仅要加大科技推广服务农民
的力度，还要加强市场调研提供更多
有效的市场供求信息，帮助农民分析
市场需求，掌握市场行情，判断价格走
势，增强市场意识，科学种田，助产助
销，努力实现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的
对接，切不可任由农民跟着感觉盲目
种植。

当然，作为具体实施农业种植的
农民，在相关部门指导下，根据市场
供需变化，及时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做到心中有数的同时，还需根据自家
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劳动力及生产
技术水平等情况，作出适合自家条件
的规划，确定种什么和种多少。盲目
跟风、粗放经营，即使付出再多，也有
可 能 出 力 不 讨 好 ，白 忙 活 、瞎 忙 活 。
相关部门与农民共同努力，还要在提
高农产品质量上下功夫，降低成本，
科学种植，科学管理，提质增效，实现
与市场的有效对接。特别是针对目
前高品质农产品供不应求，一般性产
品又供大于求的实际，要加大产品结
构的调整，努力改变供给侧结构性失
衡的状况，依靠科技降低成本，不断
提高产品质量。只有这样，才能从源
头增强农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促进乡
村振兴的全面发展。

■画里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