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执行主编：刘国新 责任编辑：安华祎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22年6月15日 星期三/ 评论 /

成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
出成绩。干工作、抓落实，不能仅仅
停留在口头上、表态上，而要落实在
实际中，体现在主动干上，扑下身子、
挑起担子、作出表率，做知行合一的
实干家。

表态，就是表明自己对某件事情
的态度、立场、建议、看法，是一种统
一思想、达成共识、表明决心的形
式。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阐明立
场，能够传递决心、鼓舞士气，有利于
凝聚共识、提振信心，形成推动工作
的合力。

表率，是指榜样、楷模。带头是
有力的示范，也是无声的动员。作表
率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推动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党员干部尤其要
苦干实干、开拓奋进，努力在推动发
展中打头阵、当先锋，切实把各项目
标任务落到实处。

实际中，一些党员干部却把好经
念歪了。有的只表态不表率，只闻其

声，不见其行；有的喜欢哗众取宠、做
表面文章，以空喊口号代替工作落
实；有的高调表态多，躬身表率少，干
打雷不下雨。表态成了作秀，成了不
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损害了党和政府
的公信力，破坏了求真务实的传统作
风。

风行于上，俗成于下。战争年
代，共产党员无惧牺牲、冲锋在前，

“跟我上”的壮志豪情最有号召力；
建设时期，发展动力的激活、矛盾挑
战的克服，同样离不开先锋闯将们
的敢闯敢干、率先垂范。不能躬身
表率，再好的表态也是镜中花、水中
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

心、担负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需要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担当作为作
表率。

表率，是一种追求，是一种作
风。当前，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复杂
多变，挑战和机遇并存。守初心、担
使命，党员干部绝不能流于空谈和表
态，要踏踏实实用行动说话，在真抓
实干中当先锋、作表率，工作越艰难
越要率先迈开步子、做出样子，引领
广大群众自觉跟上、做好工作；要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勇立潮头的历
史担当，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闯改
革创新新路，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和风险挑战，以同甘共苦的实干姿态

激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

党员干部需要身先士卒，这是职责所
系，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身
先士卒反映出来的是态度和决心，是

“跟我上”的担当。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要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中守好民心民意、诠释好“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
用心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谋发展、增
福祉的实践中彰显政治担当、落实好
作表率的根本要求，以实际行动作出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
史的业绩。

要表态更要表率。行动是最好
的号令，身教是最好的示范。党员干
部发扬“说了就要干，定了就要办”的
务实作风，一锤一锤钉钉子、一步一
步推工作，切实尽好责、干好事、敬好
业、做好表率，才能把嘴上说的、纸上
写的、会上定的，变为具体的行动、实
际的效果、最终的目标。

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今
年就业形势严峻复杂，身处其中的年
轻人感受深刻。在“内卷”和“躺平”
都被频繁使用后，“卷又卷不动，躺又
躺不平”成为了新的流行语，由此衍
生的“45°人生”一词，逐渐进入人们
视野，引发不少人讨论。

“45°人生”主要指那些在躺平
和内卷两种状态中不断变换，想躺平
又做不到、想起身好好拼一把又三分
钟热度，然后卡在中间45°的尴尬状
态。究其原因，“卷不动”是因为力有
不逮；躺不平是因为心有不甘，可想
而知，如此纠结的人生能不痛苦吗？
值得警惕的是，现实中，一些年轻人
深陷“内卷”焦虑，丧失了斗志，怕吃
苦受累，将“45°人生”当作止步不前
的借口，选择了放纵和消极的人生方
式，在该努力的时候没有全身心投
入，在该放松的时候又没有真正放

松，导致工作、生活变得一地鸡毛。
如何跳出“45°人生”？有这

样一个鲜活事例非常有说服力：6
月 7 日上午开考的 2022 浙江高考
语 文 试 卷 作 文 题 中 ，湖 北 小 伙 杨
杰的故事被引用——90 后青年工
人 杨 杰 ，2011 年 中 专 毕 业 后 来 到
台 州 从 事 设 备 检 修 工 作 ，进 入 公
司后才发现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基
本 用 不 上 ，一 切 都 得 从 零 开 始 。
但杨杰并没有气馁，他认真观察、
仔 细 揣 摩 、反 复 研 究 ，十 年 如 一
日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从 一 个 技 能

“小白”成长为能工巧匠，并获得浙
江省劳动模范称号。

管中窥豹，见微知著，杨杰的人
生经历启示我们：想要有所作为，只
有加倍努力；想要实现梦想，唯有砥
砺前行，奋斗的人生最精彩。在日
常工作学习中，不妨将远大目标先
降低或分解成可以“跳起来摘桃子”
的多个“小目标”，迈稳步子、久久为
功，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稳打稳扎、
持之以恒。正如管理大师稻盛和夫
所言：每天都要比昨天更进一步，哪
怕只是 1 厘米，也要向前推进。这

样，就会因为实现了“小目标”给自
己带来“小欢喜”，让心情持续变得
美好起来。随着时间推移，厚积而
薄发，必将实现人生从量变到质变
的蜕变。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
系列关心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发展举
措的政策。比如，4月1日，17家部委
联合出台《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试点的意见》，拟通过两年试点逐步
推广，保障青年的受教育权、生命权、
生存权、劳动权、居住权等发展权
益。相信随着青年发展制度体系不
断完善，青年人的成长发展环境必将
得到持续优化。

自助者天助，自强者恒强。青年
人不该把“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
当借口，始终保持奋斗姿态，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方能与更好的自己不
期而遇。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人才是创新的核心
要素，是创新的根基所在。谁拥有了一流的创
新人才，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近年
来，内蒙古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全力推进
人才工作，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贤能，不唯
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
好人才。如今，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和
团队扎根祖国北疆，让内蒙古创新驱动的轮子
加速转起来。

尽管我区人才引进和科技创新取得了明
显进展，但与科技创新水平较发达的省份相比
仍差距明显。我们的经济发展还不充分，创新
基础相对薄弱，创新人才总量相对不足、结构
不优，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匮乏，部分领域领军
人才、尖端人才稀缺，人才流失现象还依然存
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创新人才和团队方面
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是制约和影响我区创新驱
动持续发展的堵点和痛点。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兴蒙”行动，迫切需要

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
突出的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创
造潜力。

正所谓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人才是第
一资源，同时也是稀缺资源。内蒙古正处在转型
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依靠人才这个第一资源。要想把国内外
各方面各领域的优秀人才集聚到现代化内蒙古
建设中来，既要有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更要
有用才的胆识和聚才的良方。以破茧成蝶的智
慧和壮士断腕的勇气，打破各种制度性壁垒，实
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方
能打造科学规范、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

展治理体系，创造一流的人才生态和创新生态，
真正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让八方英才
纷至沓来。

古语说，好贤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
而不能终，能终而不能赏，虽有贤人，终不可用
矣。对于创新人才而言，物质待遇、激励奖励等
措施固然重要，但他们更看重的是一个地方能否
提供与其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相匹配的干事创
业平台，能否让自己的所学所长有用武之地。疏
堵点、破难点的关键，正是顺应科技创新人才发
展的需求，补齐创新环境、科研支撑等方面的短
板，为创新人才充分释放潜能提供全方位支持和
服务。多头并举破除束缚科技人才发展的“藩

篱”，为人才“松绑”，把人才从职称评定、项目申
报、“帽子”竞争等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把更
多精力放在搞科研、出成果上。

人才评价是人才管理的核心环节，科学的人
才评价机制可以有效甄别人才、高效激励人才、
充分释放人才活力。释放科技人才潜能，还需建
立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尊重人才发展的
个体差异，摒弃重资历轻能力、重显绩轻潜力等
不合理做法，避免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人才。构建
和完善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能者上、平者让、庸
者下、劣者汰，鼓励能干事、想干事的人才在科研
一线和创新实践中挑大梁、当主角，从而激励各
类人才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

天下英才聚塞北，万类霜天竞自由。在高质
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只要我们坚持尊重劳动、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全方位引进、培养、
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定能激发各类
人才创新活力，为内蒙古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澎湃
动力。

引才聚才激发创新无限活力
——让创新驱动的轮子加速转起来④

◎袁宝年

北疆观察

共有精神家园

【来论】

跳出“45°人生”走向美好
◎杨维立

【洞见】

要表态更要表率
◎潘铎印

【一家言】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兴蒙”行动，迫切需要打造一支
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
力和创造潜力

【街谈】

■画里有话

【出处】
（西汉）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

【原典】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

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
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释义】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出自《史

记·孝文本纪》，意思是农业是国家的根
本，是最重要的事情。

西汉初年，经过秦末长期战乱，人口
减少、经济萧条、粮食短缺，恢复发展农业
生产成为当务之急，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

“与民休息”的措施。汉文帝十三年下诏
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
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
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汉文
帝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但现在辛勤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反而要交纳租税，这是
没有把“务本”（农业）和“事末”（工商业）
加以区别，对于劝民务农的方法尚未能完
备，应该免除农田的租税。经过汉文帝
23年的励精图治，西汉王朝逐渐走向强
大，开创了“文景之治”。

【启悟】
中华文明以农而立其根基，因农而成

其久远。从“民之大事在农”到“富民者，
以农桑为本”，从“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到

“夫谷帛实天下之命”，农业自古就被视为
关乎囯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大事。

《尚书·舜典》记录了尧舜时期“食哉
惟时”的思想，告诫各地要按农时组织粮
食生产、传播农业生产技术，解决民众饥
饿之困。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以
亲躬之举垂范后人，并提醒后世君王“先
知稼穑之艰难”。春秋时期，管仲提出较
为系统完备的重农主张，将农业生产、富
国富民作为务本之举，终辅佐齐桓公成五
霸之首。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纵览历朝历代
不难发现，凡是农业兴旺、粮食充裕、百姓
衣食无忧，就会社会安定，就容易出现太
平盛世。相反，农业凋敝、饥荒遍野、民怨
载道，就会造成社会动荡，政权就面临威
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农业生产不仅是百姓生存的基本条件，也
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提高社
会文明程度的物质基础。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如今，我国用
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
世界近 1/5 的人口，有力地回答了“谁来
养活中国”的问题。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
再创新高，实现“十八连丰”，并连续 7 年
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端稳中国饭碗更
有底气。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
忧、轻视农业。要知道，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
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 23万
吨肉。再加上当前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
各种风险挑战叠加，我们更不能放松务农
重本这根弦。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
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重视

“三农”、稳住农业基本盘、解决好吃饭问
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今天的农业，不仅要承担起保证 14 亿中
国人民每天到点开饭的重任，还要让中国
人民的饭碗越端越稳、吃得越来越好，更
要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的远景蓝图。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力；保护耕地，守好粮食生产

“命根子”；积累种子资源，打造硬核农业
“芯片”；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
准农田和优质良田……未雨绸缪、多措并
举，抓好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最大
限度发挥农业“压舱石”作用，方能在各种
风险挑战中应变局、开新局。

（哈丽琴）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关于节俭，古人有不少论述。譬如，《左
传·庄公二十四年》曰：“俭，德之共也；侈，恶
之大也。”《韩非子·显学》云：“侈而惰者贫，
而力而俭者富。”《易经·否卦》言：“君子以俭
德辟难，不可荣以禄。”《朱子家训》谈到：“一
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节俭，方能厚德载物；节俭，方能行稳
致远。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一生节俭奉公，对子
女要求甚为严格。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结
婚时，在京为官的范仲淹主张一切从简。最
初，范纯仁开了一张购物清单，绫罗绸缎、金
银首饰应有尽有。范仲淹见之，提笔在购物
清单上写了一首诗：“一人站着一人卧，两个
小人地上坐。家中还有两口人，退回娇儿细
琢磨。”诗谜答案是繁体字的“儉”，范纯仁从
诗谜中深悟父亲良苦用心，最终朴素清简结
婚。范仲淹诗谜教子的故事，成为千百年来
广传佳话。

南宋理学家朱熹十分注重节俭。一次，
他去看望女儿女婿，女婿不在家，女儿留他
吃午饭。因家中贫困，女儿只能端出几碗大
麦饭和一碗葱汤。朱熹却不以为意，开心地
吃了起来，吃完后还即兴题诗一首：“葱汤麦
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道儒家风味
薄，隔邻犹有未炊时。”人们以“朱子固穷”赞
扬他，其节俭之名到现在仍为后人津津乐
道。

节俭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责任。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
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电视纪
录片《毛泽东》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身边工作
人员劝毛主席换掉满是补丁的毛巾毯，他却
说，“一条毛巾毯我换得起，但共产党人艰苦
奋斗的精神丢不起。”从倡导光盘行动到实
施节能减排，从不怕过苦日子到善于过紧日
子，从提倡艰苦奋斗到坚持勤俭办一切事
业，从文件印双面到开会不发笔和本……凡
此种种，无不是勤俭节约的具体举措，勤俭
节约已成为新时代主旋律。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滴水，看似
微不足道，但一滴一滴地汇聚起来，就会变
成浩瀚大海；一度电，看似不足挂齿，但一度
一度积聚起来，就会连成万家灯火；一粒米，
看似沧海一粟，但一粒一粒攒聚起来，就会
堆成穰穰满仓。积沙成塔、积微成著，厉行
节俭、人人有责。从每个人做起，在思想认
识上深化、在行为习惯中养成，把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付诸实践、见诸行动，以小节俭带
动大节俭，无论对个人成长还是对良好社会
风尚形成，都大有裨益。

勤俭节约永不过时
◎章长生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影响，内蒙
古采取技能培训、产业带动、外出务
工等多种措施帮助脱贫劳动力稳岗
就业，持续提高脱贫人口工资性收
入。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稳岗就业

拍短视频、做家教、兼职翻译、开网约
车……面对疫情新形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计划或正开展一门副业。笔者发现，一些年
轻人通过合理规划在副业上尝到甜头，但更
多的则因一时冲动，让副业变成“负”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增多，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自己的主业也就是本职
工作之外，开始兼职各种副业，有的甚至“身
兼数职”。而对于发展副业的目的和出发点
也不尽相同，有人是为了兴趣爱好，有人是
为了多一份收入，也有人是为了丰富职业体
验、提升自身能力、实现自我增值。这种主
动求变的“不安分”，体现了当代年轻人积极
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但是，发展副业并非容易的事。招聘网
站前程无忧 2021年发布的职场人副业调查
显示，拥有副业的职场人中有一半其副业收
入不到主业的 20%，仅有约 6%的受访者表
示副业收入高于主业收入。半月谈记者调
研发现，一些年轻人不仅没有在副业上赚到
钱，反倒“花钱买教训”。比如，一些年轻人
对类似“配音培训班”的广告不加甄别，头脑
一热就“入了坑”。

发展副业，应有正确“打开方式”。要根
据个人实际，理性发展副业。公务员法规
定，公务员不得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参与
营利性活动。显然，公职人员必须遵守法律
规定不能从事副业。除公职人员外，其他职
业的人适不适宜发展副业，也需理性权衡。
做副业需要具备规划统筹、时间管理、自我
约束、灵活应变、语言沟通等能力，正所谓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如果对自身
定位不准、对市场了解不清，盲目跟风而又
难以兼顾，不但做不好副业还可能严重影响
主业，甚至因此丢掉工作，未免得不偿失。

副业的发展，最好能和主业相关。最好
的副业是能够有效利用自己主业的知识和
技能，而且在副业中积累的知识、技能与经
验有助于促进主业进步。鲁迅先生的“主
业”曾是民国政府教育部佥事，写作是他的

“副业”，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把别
人用来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成为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可见，要想发展副业，
不能舍本逐末——主业是“本手”，副业不宜
脱离主业，否则就可能失去支撑下出“俗
手”。只有守牢主业发展副业，“妙手”才可
能不期而至。

要做好主业、副业、家庭的平衡。每个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副业看似时间
自由，其实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
有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平衡好主业、副业
及其他的关系，才能让主业、副业相互促进、
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让生活丰富多彩、家庭
和谐美满。

用正确“打开方式”发展副业
◎付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