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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精神家园

树立大发展快发展、挺进全国中游的雄心壮志，咬定目标不放松，开年就大
干、开局就加速、起步就起势，抢时间、争效率、拼干劲，齐心协力推动经济“晋位
升级”

■画里有话

一年春作首，万事竞争先。放眼北疆大地，
处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政策清单”密
集落地，重大项目火热推进，招商引资马不停蹄，
春耕备耕有序铺展，文旅推介如火如荼，生产企
业争分夺秒……各行各业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全区各地开足马力搞建设、只争朝夕谋发展。生
机勃勃、活力迸发的内蒙古，正奋跃而上、飞速
奔跑。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纵观当下，
人气转旺、商气渐浓，餐饮实体加速回暖，文旅市
场强劲复苏，消费热度稳步升温，经贸往来日益
频繁……经济的暖流不断涌动，发展的脉动愈发
强劲，为推动我区经济持续向上向好注入了更大
信心与底气。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要求，
树立大发展快发展、挺进全国中游的雄心壮志，
没有捷径可走，唯有乘势而为，大干快干、苦干实
干。全区上下必须从一开始就咬定目标不放松，

开年就大干、开局就加速、起步就起势，抢时间、
争效率、拼干劲，千方百计抓机遇、赶超争先开新
局，齐心协力推动经济“晋位升级”。

思路决定出路。赶超争先开新局，最急需的
就是与时俱进、契合实际的新思路新办法。无论
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区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首先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工作中遇到的瓶颈，也
与观念不新思路不宽紧密相关；与发达地区的差
距，从根本上看还是思想观念的差距。正所谓，
思路创新，黄土成金，思路一通路路通，思维一变
处处变。转变观念、拓展思路，开辟发展新领域
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内蒙古抢占

先机、制胜未来的突破口。前不久，自治区党委
鲜明提出“七个摒弃”，就是要我们冲破思想桎
梏、革新发展观念。广大干部群众要自觉打破惯
性思维、跳出旧有格局，用新思路指导新实践、用
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用新作为打开新局面。要对
标对表党中央精神，用新发展理念来过滤我们的
发展观念，以“头脑风暴”引领高质量发展“破冰
前行”。

俗话说，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
舟。赶超争先开新局，光有好思路好观念不够，
还得有干事创业的真本领。从突出一个“实”字
到把“内蒙古形象立起来”，从治理“三多三少三

慢”到树立“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
用人导向……去年以来，内蒙古一直在抓作风、
强本领、提效能、促担当，目的就是要激励广大党
员干部修炼“内功”、磨砺“硬功”，锻造专业精进
的“金刚钻”。当前，我区发展面临诸多成长中的
烦恼和转型中的困境，有不少难关要过、有很多
难题要解。只有增强斗争精神、练就高超本领，
以破题意识、求解思维加强和改进工作，才能把
好思路变为好出路、把比较优势转为发展胜势，
在跨越赶超中突出重围。

与时光竞，为发展谋。开局之际当有开局
之势、开局之气、开局之态。只要全区上下趁着
大好春光拓思路、强本领，以思想“破冰”的魄
力、赶超一流的追求、加速晋位的姿态、争当闯
将的激情，甩开膀子往前冲、撸起袖子加油干，
必能开好局、起好步，干出一片新天地、拼得一
番好年景。

干 起 来 ，赶 超 争 先 开 新 局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系列谈之三

◎哈丽琴

近期，国家烟草专卖局开展“奶
茶杯”“可乐罐”等调味电子烟整治工
作，查破各类案件 593 起，查获各类

“奶茶杯”“可乐罐”72.38 万支，依法
打击该类违法犯罪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这类非法伪劣电子烟产品，形似
儿童玩具、新潮饮料或酷炫食品，对
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具有较强
诱导性，且添加成分复杂、产品质量
堪忧、安全隐患突出，对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电子烟是一种模仿烟草的电子
产品，其所含的尼古丁会对青少年身
心健康造成不可逆的危害，国家明令
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然而，近年来
品类繁多的“奶茶杯”“可乐杯”等一
次性电子烟或雾化器产品悄然兴起，
还吸引不少未成年人“入圈”。

吸烟有害健康，吸电子烟也不例
外。电子烟在吸食后同样会使人上

瘾，而且大多数电子烟使用的烟液主
要成分之一也是尼古丁，而尼古丁是
一种具有精神活性的致瘾性物质。
未成年人使用电子烟会对呼吸道、鼻
腔以及口腔黏膜造成伤害，过量吸食
后会引起心血管系统的不适，对心血
管系统产生危害。吸食电子烟还会
对大脑发育产生危害，对注意力、学
习能力、情绪波动和冲动控制产生影
响，造成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冲动
和焦虑增多，增加患上后期精神疾病
和认知障碍的风险。

一直以来，防范电子烟流向未成
年人是防控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早
在 2018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就曾下发通告，要求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向未
成年人出售烟酒。去年 10 月 1 日起
实行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
电子烟的雾化物“不应对未成年人产
生诱导性，不应使产品特征风味呈现
除烟草外的其他风味”。

在电子烟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

度和产销标准日趋完善的背景下，部
分不法商家顶风作案，生产销售不符
合国标的产品，并将黑手伸向未成年
人，是在挑战法律的底线。必须用法
治利器打击变身的电子烟。各相关
部门要加强联动执法，依法清理整治
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活动，严厉打
击涉电子烟违法犯罪，用法治利器打
击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犯罪行
为。要加强对电子烟销售形成常态
化监管，封堵电子烟流向未成年人的
渠道。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感、职业
道德感，守法经营、依法经营。建立
举报奖励机制，将监管变为群防群
治，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社会
环境。

少年强则国强。全社会要共同
努力，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无
烟环境，筑牢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
屏障。

【洞见】

用法治利器打击变身电子烟
◎潘铎印

小小的一只蚯蚓，首次出现在
中央一号文件里。在 2023 年中央一
号文件关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专门章节中，出现了“严厉打击盗
挖黑土、电捕蚯蚓等破坏土壤行为”
的明确表述。

野生蚯蚓被称为“生态系统工
程师”“松土机”“清洁工”，是维持生
态系统稳定的重要部分。农田里一
旦失去了蚯蚓，易导致土壤板结化
等问题。反过来，土壤质量如何，又
会影响蚯蚓种群的繁衍。因此，野
生蚯蚓的数量与土壤、耕地的质量
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然而，近年来“电捕蚯蚓”对野
生蚯蚓繁殖和耕地质量造成了严重
破坏。由于市场特别是中药材市场
对野生蚯蚓需求旺盛、蚯蚓制成的

“地龙干”价格飙升，不法分子利用
“电蚯蚓机”等仪器设备，对野生蚯
蚓进行“灭绝式”捕捉，导致蚯蚓数

量急剧下降，破坏了土壤生态环境
和耕地质量，影响农作物产量。而
有关仪器设备多为非法改装改造，
存在安全隐患，还可能致人触电身
亡 。 严 厉 打 击“ 电 捕 蚯 蚓 ”势 在 必
行、势在快行。

此番，小小蚯蚓进入中央一号文
件，有着重大现实背景。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
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
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兼顾农田设施、

生态资源等所有相关要素。不仅要
在稳粮、高产、抗灾、减灾、优供、增效
方面有独特优势，还要具备生物多样
性、生态可持续性。可以说，保护野
生蚯蚓就是保护高质量土壤和高标
准农田，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事关粮食安全和绿色发展的重
大战略。

在此背景下，严厉打击和有效治
理“电捕蚯蚓”，需要相关部门依据法
律法规加强监管，大力整治非法捕
杀、收购、加工野生蚯蚓乱象，也要持
续加强对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

场等交易场所监管，及时下架处理野
生蚯蚓捕杀产品设备，净化网络市场
环境。还要通过以案说法等形式，加
强宣传普及野生蚯蚓保护知识、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章，提升公众保护野生
蚯蚓意识，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

“电捕蚯蚓”。
在 严 厉 打 击“ 电 捕 蚯 蚓 ”的 同

时，还应在生态增殖野生蚯蚓、人工
养殖蚯蚓上，尽快寻求和实现技术
上的突破，并在政策上加以支持，缓
解市场对野生蚯蚓的大量需求。可
以将原地环境选择性地重点保护起
来，促进野生蚯蚓生态增殖。或者
在科学评估后，将人工养殖的蚯蚓
纳入中药材目录，打破中药材过度
依赖野生蚯蚓的现状。同时也要注
意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大量使用造
成的土壤污染加剧、野生蚯蚓种群
降低等问题，统筹做好现代有机农
业和绿色发展这篇大文章。

【来论】

严厉打击“电捕蚯蚓”势在必行
◎茅亩

【一家言】

【出处】
（明）于谦《咏煤炭》

【原典】
凿开混沌得乌金，
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
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
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
不辞辛苦出山林。

【释义】
《咏煤炭》是明代名臣于谦所作的

一首咏物诗。这首诗赋予了煤炭人格
化象征，作者以煤炭自喻，托物言志，
表达了作者的自我人格和人生理想，
寄托着作者为国家和百姓不辞辛苦的
情怀和甘愿为天下苍生献身的情操，
抒发了作者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的政治抱负和为民情怀。正是
于谦这种即使历尽千辛万苦也要舍身
为国效力、为民造福的精神品格，赢得
了后人的敬重与赞扬。

诗中首联开门见山，咏煤点题，概
括了煤炭开采的过程，并说明开凿出
来的煤炭蕴藏着巨大的热量，犹如春
天般的暖气；颔联进一步细致描写煤
炭取暖的功用，意为煤炭燃烧给人们
带来温暖，就像春回大地一般，炉火熊
熊照破沉沉的黑夜；颈联则深入阐述
煤炭燃烧自己、温暖他人的奉献精
神。燃烧后的煤炭铁石虽死，却忠心
仍在。寓意人要以社稷为重，并表示
自己至死也要为国家作贡献；尾联“但
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是
作者为民效力愿望的真诚袒露，堪与
杜甫“大庇天下寒士”媲美。

【启悟】
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

心。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
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
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倶
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倶饱暖，不
辞辛苦出山林”，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中的高度责任感和敢于担当
的精神品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优秀干部
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感为民倾
心，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姿态为民
奉献：带领兰考群众治“三害”、拔穷
根、建家园的干部焦裕禄；带领蛇口工
业区员工大胆创新，形成独特的“蛇口
模式”的改革先锋袁庚；主动请缨到贫困
村任第一书记，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脱
贫事业的年轻干部黄文秀……他们以实
际行动铸就了人民公仆的崇高形象。

“心无百姓莫为官。”今天，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广大党
员干部更应该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
命，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伟大担当精神，始终秉持心系群众、以
人为本的为民情怀，勤思富民之策、笃
行利民之举，努力办实每件民生小事，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
本利益。

群众路线、群众观点不是喊出来
的，是干出来的。要想真正为民排难、
为民解忧，就必须知群众、懂群众，要
知道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需要解决的困难有哪些。群众的关心
事、操心事、烦心事，坐在办公室里想
不出来，埋头在文件材料中也找不出
来。走出办公楼，走出机关大院，真正
走到群众中间去，把群众当成自己的
老师，勤勤恳恳、虚心请教、问计于民，
才能真正以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取信
于民。 （袁宝年）

但愿苍生俱饱暖
不辞辛苦出山林

据传有一次，徐悲鸿正在画展上评议作
品，一位乡下老农上前对他说：“先生您这幅
画里的鸭子画错了。您画的是麻鸭，雌麻鸭
尾巴哪有那么长的？”原来徐悲鸿展出的《写
东坡春江水暖诗意》，画中麻鸭的尾羽长且卷
曲如环。老农告诉徐悲鸿，雄麻鸭羽毛鲜艳，
有的尾巴卷曲；雌麻鸭毛为麻褐色，尾巴很
短。徐悲鸿接受了批评，并向老农表示深深
的谢意。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工作就有失误，
这很正常，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了错就要
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批评是人进步的动力，激发人向上的欲望。只
有勇于接受批评，检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才
会思过而知新，在不断的自我审视与反思中，
逐渐认识自己、正视自己、完善自己。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对自己的评价都
会带有一点“滤镜”，只有旁观者看得更清楚、
客观、公正。一个人身上有缺点、行为有过错，
就不要怕被别人指出。每个人的成长成才、事
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他人的批评帮助。只
有主动敞开心扉，虚心接受批评建议，知过不
讳、改过不惮，才能除弊去垢、纠偏正向、持续
向前。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蜻蜓
点水、隔靴搔痒，看起来是给了被批评者面子，
实际上是没有尽到帮对方指出问题、改进提高
的责任。相反，直陈问题、阐明危害，话说得重
一些、批评尖锐一些，看起来是不给对方面子，
实际上是在帮忙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改进提
高，是真正的帮助爱护。

坦诚相见、触及灵魂的批评，可以“开窍通
络、排毒祛病”，即便当时“辣味”十足，但绝大
多数人经过自我反省后也一定会心生感激。
反之，批评的空气“一片祥和”，任何时候都想
着“话不磨圆不出口”，那么批评的“利刃”就会
变成“钝刀”，像一堵又一堵高高的围墙，堵住
了“满园春色”，也遮住了“残菊枯荷”。

批评，恰如及时雨，润人心田；又似一面明
镜，照出真实。离开了镜子，人很难看到自身
的污点；离开了批评，脚下的路很可能走偏。
接受批评，丢掉的不是面子而是错误，得到的
却是进步；拒绝批评，错失的是改正错误的良
机，关上的是成长进步的大门。一个人如果没
有自我批评、自我反省，就难以提升自己；一个
党组织如果没有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会
在一团和气中丧失战斗力。

讼吾过者是吾师，谀吾善者是吾贼。党员
干部当把批评作为人生的良药、成长的阶梯，
用闻过则喜的心态、从善如流的姿态，找准问
题症结，剖析自身原因，“事不过夜”、立改立
行，踏实走好人生每一步。

批 评 是 人 生 的 良 药
◎李梁

近年来，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不断延伸，
除了定位、接打电话外，还可以微聊、视频通
话、拍照发朋友圈、留言评论等，甚至内置益
智游戏，又有支付功能，俨然一部微型智能手
机。不少家长担心，孩子通过智能手表无限
制添加好友存在安全隐患。本来有益于孩子
的“定位手表”，沦为“社交神器”。同时，智能
手表功能繁杂，孩子容易沉迷其中，导致注意
力不集中、视力降低、睡眠不足等健康问题，
还可能暗藏诱导消费、暴露隐私和被不法分
子利用的风险。

从最初的“定位手表”升级为微型智能手
机，儿童智能手表在受到广大家长和孩子青
睐的同时，其暴露出的功能冗余、诱导消费、
侵犯隐私等一系列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如
何让智能手表既便利孩子们学习生活，又不
危害身心健康，已是一道必答题。

我国儿童消费市场庞大，目前全国 5 至
12 岁的儿童数量已近 1.7 亿，商家推出面向该
类消费群体的儿童智能手表本无可厚非。但
是为儿童提供商品或服务不得危害其身心健
康，是商家的刚性义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55 条对此有明确规定，该法第 74 条还规定，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
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应针对未成年
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
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广告法亦规定，针对不
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广
告不得含有劝诱其要求家长购买广告商品或
者服务的内容。显然，无视儿童心智尚不健
全的客观规律，肆意兜售儿童智能手表，让原
本用于消除安全隐患的儿童智能手表逐渐成
为隐患本身可能已触及相关法律红线，必须

“零容忍”。
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家庭的希望，

不能任由儿童智能手表损害其身心健康，必
须与时俱进筑牢监管“防火墙”。对此，相关
部门要做好加法，织密儿童智能手表消费的
安全网。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多层次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增强孩子抵御不良信息的能力；社
会要正确引导孩子提升社交能力、丰富业余
爱好；家长也要率先垂范，为避免孩子沉迷于
儿童智能手表做好榜样。

同时，也要做好祛除儿童智能手表负面
效应的减法。相关部门应对儿童智能手表营
销中的诱导消费、暴露隐私、推送不良信息等
屡禁不止的现象加强监管，并适时将行业推
荐标准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让儿童智能
手表回归健康与安全的核心功能定位。

拓展儿童消费市场，不能以损害儿童的
身心健康为代价，这既是基本商业伦理，也是
商家应尽的社会责任。参与儿童智能手表营
销的商家要主动强化自律，把为儿童提供有
益于其身心健康的智能手表作为行动自觉。
如此，才能真正赢得市场、赢得未来。

筑牢儿童智能手表监管“防火墙”
◎张智全

中央纪委日前印发的《关于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严的基调、采取严的措施大力整治
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坚决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