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打卡不再是上班族的专
利。在很多小学乃至幼儿园，打卡现
象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写字打卡、阅
读打卡、英语打卡、跳绳打卡、家务打
卡……如果有的家长不及时在家长
群“接龙”，老师还会专门提醒家长和
学生在规定时间打卡。

孩童在学习过程中或多或少都
有惰性，也都有自律意识不强的问
题，往往需要借助外力的约束和推动
来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
习惯。从这个角度看，打卡在一定程
度上有益于孩童成长。对于一些不
易检查完成程度或者是需要注重过
程的的作业和任务，比如朗读、运动、
家务等通过打卡的方式来记录，也可
以形成一定的仪式感，通过阶段性的
奖励来鼓励孩子不断坚持。

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打卡对孩子
固然有不少好处，但过多过繁、要求

过高，不仅容易令孩子产生打卡疲
劳，甚至产生抵触情绪，还可能成为
家长的负担，进而导致打卡流于形
式，失去原本的意义。有的打卡任
务需要家长在一旁实时记录，充当

“摄像师”和“导演”，有的打卡任务要
求图片里亲子共同出现，为了完成打
卡任务，家长也必须和孩子花上相同
的时间，有时候一名家长参与还不
够，甚至需要全家齐上阵。这就在无
形中打乱了家长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也给下班时间较晚的家长带来了实

际操作中的困难。很多时候，打卡过
程中的图片、视频的拍摄，一次操作
还不能达标，需要多次拍摄。有的打
卡任务难度超出了孩子的能力，如果
要完成，难免由家长代劳。如此一
来，在完成打卡任务的过程中，家长
成了主角，拍摄、制作符合老师要求
的图片、视频变成了硬指标，孩子反
而成了配角，作业本身摆在了次要位
置。频繁、多样、碎片化的打卡任务，
让不少家长和学生在疲于应付中产
生焦虑烦躁的情绪。尤其需要注意

的是，伴随各项打卡任务而来的，还
有一些装备的投入，比如平板电脑、
性能更优的手机等，对于一些家庭，
也会带来经济上的压力。

打卡有度方能不添堵。学校和老
师不妨多换位思考，设身处地考虑家
长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设置打卡任务
时精心设计，能减少的减少，能整合的
整合，使之尽量趋向科学、合理，不至
于影响家长正常工作和生活。对于打
卡内容，也要有所选择，对于学生到校
可以检查的作业，尽量不布置打卡任
务。对于一些靠长期积累的项目，不
必要求每次都打卡，可以用作品、比
赛、考试等来检验和考察成果。只有
进一步强化沟通，以实现学习成果为
导向，在方法和目的之间找到科学合
理的平衡点，打卡这一方式才能得到
家长和学生的广泛认可和支持，真正
发挥促进学习的作用。

【洞见】

打卡有度方能不添堵
◎关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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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精神家园

【一家言】

八一枪响惊寰宇，神州处处展旌
旗。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城头一声
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
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
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
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
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自那时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
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
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
紧连在了一起。

95 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英
雄的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
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
一个辉煌胜利，为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孕
育出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为民奋斗、
百折不挠，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八
一精神。

多少仁人志士，在祖国危急存亡
的关头，始终保持满腔正气，历经硝烟
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
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生命
最后一刻仍不忘向党组织交纳党费的
红军战士刘志海，到生死未卜仍在总
结“狱中八条”的重庆地下党被捕党
员，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
命烈士夏明翰，到“清澈的爱，只为中
国”的戍边勇士陈祥榕，对党和人民的
忠诚，一直都是革命先辈们面对生死
考验而挺身而出的源动力。

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交到我们这
一代人手中，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更要
认真从八一精神等党的宝贵精神财
富中汲取能量，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的位置，用心倾听民声、用情化解民
忧、用力实现民盼，从最困难的群众
入手、从最突出的矛盾抓起、从最现
实的利益出发，聚力解决基层的困难
事、群众的烦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
新者胜。踏上新时代赶考之路，必定

会遇到一些新情况、碰到一些新问
题，如果因循守旧、畏难不前，事业发
展不可能打开新局面，只有勇于变
革、勇于创新，才能妥善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鼓起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果敢勇
气，激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的坚定信心，培育“功成不必
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不
断发扬革命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样
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继续创造新的
发展奇迹。

精神的力量无穷无尽，精神的传
承生生不息。以矢志不渝的执着追
求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生动实
践，在不懈奋斗中传承八一精神，用
实干写精彩、用奋斗铸华章，我们定
能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
群众的幸福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来论】

在不懈奋斗中传承八一精神
◎范志慧

让更多优势资源流向效益高地
——为子孙后代积攒更多家底②

◎籍海洋

全面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必须把有限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杜绝浪费，
充分调动起每一份力量，推动资源从低质低效领域流动到高质高效领域。在做好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这篇大文章上，创新探索越多、努力越大、成效越足，发展的动力就
会越来越强

【街谈】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
在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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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向节约要效率、向集约
要效益，全面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为子孙
后代积攒更多家底。

内蒙古是资源大区，但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一个时期以来，内蒙古依靠矿产资源开
发、发展资源型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速度，但这种
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存在不少隐患。在此情
况下，如果再不改变发展方式，不可能发展好，更
不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内蒙古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转换发展观念入手，着
力扭转长期粗放发展形成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
路径依赖，在节约集约利用能源、集约开发利用矿
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保护和节约水资源、
节约粮食、循环利用再生资源等方面持续发力，出
台了一系列硬核举措、采取了一系列有力行动，以

资源配置效率的全面优化提升，为经济社会长远
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效率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市场竞争归根结
底是投入产出比的竞争、是效率高低的竞争。实际
工作中，有的待批项目卡在审批环节“睡大觉”，有的
土地批而未供、批而未建处于闲置状态，有的公共资
金长期“趴窝”，有的“半拉子”工程躺在那里成为发
展的“包袱”……诸如此类情况，很大程度上都与资
源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效率不高有直接关系。前不
久召开的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提出，要
深入开展待批项目、闲置土地、沉淀资金、“半拉子”

工程、开发区建设五个方面的大起底行动。这是我
区针对长期以来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病灶开出
的一剂治理良方，同时也为我们切实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指明了行动方向。只有把有限的资源充分利
用起来，杜绝浪费，充分调动起每一份力量，推动资
源从低质低效领域流动到高质高效领域，我们才能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追求效益最大化是经济活动的普遍规律。全
面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从经济维度来看，
意味着以更少的自然资本投入换取更多的人造资
本服务，让更多优势资源流向效益高地。在高质

量发展赛道上全速奔跑，我们不能光想着把“蛋糕”
做大，更要想着怎么把“蛋糕”吃到肚子里。项目是
支撑经济发展的“脊梁”和“发动机”。抓发展必须抓
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看能给地方带来什么效益、给
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要考虑长远利益。招商引资
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源头活水，是经济工作的生命
线。全力以赴抓好招商引资，坚持把提升效益摆在
优先位置，大抓招商、精准招商，想方设法改进招商
引资模式，强化要素保障和项目服务，高效利用资
源，才能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带来最大效益。

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厚积“家
底”、强健“体魄”，实现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各类资源的有效支撑。在做好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这篇大文章上，创新探索越多、努力越大、
成效越足，发展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强，发展的质量
就能越来越高，人民群众从发展中收获的红利就
会越来越多。

■画里有话

古语有云：“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
以万物为参照，可洞观一己知不足。”谦逊
之人往往能认识到自身不足，乐于接受新
思想新知识；而骄矜之人则自以为是，或因
自我感觉良好而目空一切，或因取得些许
成绩而沾沾自喜，若此，则堵塞了向上的通
道，进而滑向错误的深渊。可见，对于正在
事业上打基础、求发展的年轻人来说，保持
谦虚尤为重要。

人往往容易看到自己光鲜的一面，
不易察觉或不愿正视自身缺点和不足，
比如干成了事情、取得了成绩，往往就会
有“功成在我”的自负自得，在一片吹捧
声中飘飘然起来，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和
声音。古语讲：“劳谦虚己，则附之者众；
骄慢倨傲，则去之者多。”古往今来，越是
接近成功的时候，越容易滋生骄傲情绪，
也越容易导致失败，这样的惨痛教训不
胜枚举。

罗荣桓曾经告诫一些高高在上、搞特
殊化的领导和机关干部：“不要以为你很
高，这种高是因为你骑的马高。下了马，该
多高还多高。”这番意味深长的话，旨在提
醒干部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永
远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永远保持亲民爱
民的情怀。正所谓“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
闻说有沉沦”。当工作取得成绩、仕途顺风
顺水的时候，党员干部更要如履薄冰，保持
谦虚谨慎，清醒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评价自
己。

器虚则受，实则不受。如果觉得自己
已经可以了，就会骄傲自满、裹足不前。时
代的潮流奔流不息，发展的气象变化万千，
避免沦为落伍者，必须主动走出舒适区，心
态不自满、学习不止步、思维不设限，涵养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谦虚品质，无
论身居何位、身处何地，都能自觉放低姿
态，甘当小学生，这不仅体现一个人的格局
境界、胸襟气度，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
特质。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每名党员
干部应当常常这样扪心自问：世界那么
大，诱惑那么多，会不会为名所累、为利
所困？权力越大、地位越高，言行是不是
更谨慎、更自重，更有敬畏之心？“知识爆
炸”时代，是不是常存“本领恐慌”、常感

“能力危机”、常怀“空杯心态”，把学习作
为一种习惯？只有时时牢记“傲”的危
害、事事保持“谦”的姿态，把谦虚谨慎化
为习惯养成和优秀品质，懂得低头、放
空、清零、吐故纳新，才能在不懈奋斗中
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时时牢记“傲”的危害
◎向河

近期，继临期食品之后，“边角料”食
品又在网络上悄然走红，成为不少人眼
中的“省钱宝藏”。从肉脯片、毛肚边、火
腿碎，到米饼块、面包边、饼干碎……一
些视频平台的主播近段时间都在推荐

“边角料”食品。有调查发现，打着“边角
料”的旗号售卖所谓大量批发、大包装的
食品或零食等，存在鱼龙混杂、食品安全
无法保障的情况。

所谓“边角料”食品通常是指食品制
作过程中，切割下来的边角、零碎之类，
虽然其卖相不太好，但食用起来与正品
也没啥两样。如果扔掉，难免造成一定
程度的浪费，但如果低价销售则不失为
一种节约。且“边角料”产品一般属于小
零食，即使消费者买到不如意的产品，风
险和损失也较小。这无论对商家还是消
费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品质
差、没有企业标识、生产地和保质期的
产品混杂其中。有的商家甚至打着“边
角料”的名义大肆销售假冒伪劣食品，
这 些“ 边 角 料 ”食 品 处 在 灰 色 地 带 、游
离在监管之外，威胁着消费者舌尖上的
安全。

“边角料”食品可以走红，可以成为
一种“省钱宝藏”，但对其管理不能放松，
质量也绝对不能含糊，“边角料”食品绝
不能藏在监管的“边角地带”。一方面，
需要在法律法规层面拾遗补缺，进一步
明确“边角料”食品的生产、销售、资质等
一系列问题，生产企业应按照相关法律
规定的要求，完善企业内部的食品质量
安全把控体系，同时加强监管，发现问题
及时查处，立即整改。另一方面，电商平
台作为“边角料”食品的重要销售渠道，
也要履行好职责，做好平台商家生产、销
售资质的严格审核工作，为消费者提供
坚实的售后保障体系。同时，食品生产
企业也可以转换消费场景，让边角料不
再“边角”，让消费者买得顺心，吃得放
心。

消费者也应保持理性，不能一见“边
角料”食品就统统视为“省钱宝藏”而忽
视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只有这
样，“边角料”食品在走红过程中，方可既
让厂家减少损失和浪费，又让商家和消
费者相互获利、实现共赢。

“边角料”食品不能
游离在监管之外

◎张国栋

【出处】
（清）郑燮《竹石》

【原典】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释义】
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

称板桥先生，为清代书画家、文学家。为
官期间，他体察民情、重视农桑、政绩显
著。后因得罪豪门而被罢官，客居扬州，
以卖画为生，诗、书、画均旷世独立，世称

“三绝”。郑燮是“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
物，擅画兰、竹、石、松、菊等植物，尤以画
竹成就最为突出。

《竹石》是一首题画诗，也是一首托物
言志的咏物诗。诗人表面上写竹，实则借
竹喻人，以简约明快、铿锵有力的语言刻
画了岩竹坚韧顽强、无所畏惧的生命张
力，以此彰显出诗人正直倔强、信念坚定、
矢志不渝的铮铮铁骨。

这首七言绝句以“咬”字开篇，突兀奇
峭，入手不凡。竹子扎根于岩石的缝隙，
经受风霜雨雪的击打，但始终“咬定青山
不放松”。一个“咬”字，写出了竹子的顽
强，把岩竹拟人化了。后两句“千磨万击
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进一步写岩竹
的品格。经过无数次磨难，岩竹变得愈发
坚韧不拔，任凭狂风肆虐也毫不动摇。一
个“任”字，写出了诗人的无所畏惧、俊逸
潇洒、积极乐观。

诗如其人，郑板桥在为人、为官、为事
方面无不彰显了“岩竹”坚忍执着的品
格。也许正是具备了“岩竹”的品格，诗人
才产生了“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
苦声”的悯民情怀，保持着“写取一枝清瘦
竹”“乌纱掷去不为官”的人格气节，修炼
出“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劲风骨。

【启悟】
这首小诗明白如话，没有华丽的辞藻，

没有复杂的修辞，但令人过目不忘。为什
么如此朴素浅显的诗句，能有如此巨大的
力量？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表面写的
是竹子，但实际上歌颂的是一种品格，是那
种有所信仰、有所持守，能够经受苦难、历经
考验而不忘初心的宝贵品格。

站定青山之上，扎根岩石之中，不管风吹
雨打，总是坚劲挺直。竹子的品格，也正像人
的品格。为什么一些人为了理想，能“虽九死
而犹未悔”？为什么一些人为了事业，能“历
百折而仍向东”？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坚定
的理想和崇高的信念。无论个人还是群体，
能够在苦难中傲然挺立，在考验中本色不改，
关键就是要有所持守，有所信仰。

信仰之于人，就像青山与岩石之于竹
子，有了它才能向着目标前行，不为困难所
扰、不为矛盾所惑、不为利益所诱。只有树
立远大的理想信念，才能站稳价值立场，才
能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具备政治定力。在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那些有所持
守、有所信仰，在艰难困苦的考验中志节不
改的志士仁人。正是在信仰的召唤下，怀
抱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一代代革
命者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谱写了一首
首感天动地的瑰丽诗篇。

根基深厚才能力量强大。进入新时
代，国内外环境不断发生深刻变化，带来一
系列新挑战与新机遇。我们尤其需要“咬
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定力与
魄力，在任何时候都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
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
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坚守自己的党性修
养，如此方能真正成为一名讲政治、有信念
的合格党员，才能在狂风肆虐、千磨万击中
保持岩中竹那般坚劲的政治定力，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
辉煌。 （袁宝年）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随着暑期到来，作为当下年轻人的社交新宠，密室逃脱、剧本杀等娱乐休闲消费趋火。与此同时，消防安全、服务质量
等问题也不断引发关注。不久前，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强化对密
室逃脱、剧本杀等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的监管。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加强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