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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烨婷
“妈妈为什么逼你学习？是

为了你将来点餐的时候，可以不

看价格；为了你能选择自己喜欢

的职业，而不是被迫谋生……”近

日，“清华妈妈语录走俏”冲上微

博热搜，引发广大网友的热议。

这条火爆的语录，在电商平

台上以相框摆件、家训墙纸的样

式热卖，部分网店的月销量可达

数千件。有买家评价称，“希望

能激励儿子考上理想大学”“这

一套励志标语对孩子来说很不

错，让他明白学习的好处，家长

的不易”……但也有学者对此提

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教育

事业的悲哀，不能把财富作为教

育的目标”。

“清华妈妈语录”之所以引发

广泛关注，显然是扣准了“教育”这

个亘古不变的热门话题。但仔细

推敲，这碗“励志鸡汤”经不起逻辑

的诘问。因为“清华妈妈语录”的

核心前提，就是将成功与金钱划上

了对等符号，把读书作为一个功利

性的尤其是短期功利性的工具，这

明显违背了教育的初心。

“清华妈妈语录”之类，是否

真的出自清华妈妈之口，无法考

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蹭着这波

热点，不少商家通过精美包装后

的产品，迎合了不少有“教育焦

虑”的家长，并使其陷入庸俗“成

功学”的裹挟。

我们要明白，财富并不是衡

量成功的唯一标准。那些散发

光芒的人群里，有踏雪巡边的边

防战士，有高原生命的保护神吴

天一，有“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有问天逐梦的航天人……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但

是他们的人生价值是无法用财

富来衡量的，事实上也没有人用

财富来衡量他们的价值。

当然，这不是让人们为不思

进取找到“躺平”借口，也不是从

“清华妈妈语录”的鸡汤里爬出

来，再掉进“人生无需努力”的另

一碗鸡汤里。

我们可以偶尔刷刷“励志鸡

汤”，但更重要的是，要拒绝焦虑式

的“鸡娃”，遵循教育规律和孩子成

长规律，帮助他们找到学习的兴

趣和方法，坦然接受他们的平凡，

耐心发现他们的闪光点，让他们

努力探索、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

世界的认识，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清华妈妈语录”：“鸡汤”还是“激素”？

本报讯（记者 叶娜娜 黄德秀）

近日，由中国人民银行苍南县支行

主导的数字门牌“共富金融一码联”

应用模块正式上线，便捷的服务深

受群众好评。

据介绍，数字门牌“共富金融一

码联”应用模块启用后，只需用手机

扫一扫数字门牌，点击进入相应板

块，就可提供银行网点地图导航、贷

款业务咨询申请、信用报告查询以

及乡村金融等服务。

苍南华商智造园负责人黄斌

说：“很多企业的资金流动量比较

大，家门口可享受金融服务，对于我

们小微园的业主来说，真是一个利

好消息。”

“我们是通过数字门牌，对园

区进行科技赋能，联动浙江贷款码

服务，针对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实现线上申请、线上审批、线上放

款，让小微企业在金融服务这块，

真正享受到简单、方便、快捷的服

务。”台州银行苍南支行行长黄益

教如是表示。

据悉，近年来，我县开发建设的

“数字门牌”应用，通过构建“1+N”

应用场景，实现民生服务“一码到

家”。目前，全县约 45万户数字门

牌均已覆盖扫码“共富金融一码联”

应用服务。

“数字门牌”
应用上新
群众可享受

“家门口”金融服务

温州日报记者 金朝丹

豆腐柴茶、豆腐柴年糕、豆

腐柴粉干、豆腐柴松糕……在苍

南县莒溪镇田寮村，豆腐柴系列

产品一亮相，就让来自全市各地

的农村指导员眼前一亮。山野

的豆腐柴，成了田寮村村民致富

的“金叶子”，大伙说：“靠的是农

村工作指导员杨昌海。”

日前，温州一批农村工作指

导员聚集苍南，学习党的二十大

精神，聚焦乡村振兴，召开一场

别开生面的学习经验交流活

动。除温州农商银行系统派驻

各县（市、区）农村（社区）的12位

指导员外，市派农村（社区）工作

指导员联络组组长、省市派苍南

农指员共50多人来到了田寮村。

而豆腐柴，成了此次活动有

关乡村产业的一片鲜活叶子。

因为杨昌海来了，田寮村的

变化可不小。

杨昌海是苍南农商银行调

研员，去年 9月，派驻田寮村任

第一书记，兼莒溪镇委副书记

（挂职）。田寮村生态优美，是革

命老区，也是造血功能亟待增强

的村，户籍人口 302户 1156人，

2020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11.5
万元，青壮年基本外出打工。

小村怎么发展？杨昌海深

入调研多方对接后，决定把加强

党组织建设，助力红色文化旅

游，开发山地资源，培育农村致

富带头人，作为帮扶的着力点。

去年 10月，他牵头制定了田寮

村的共同富裕清单。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为村

民办成一件事。”杨昌海发动村

“两委”和党员，打开思路想办法

找路子，先后实施共富带头人贷

款、红色村口、豆腐柴种植、篷布

池溪鱼养殖、无废村庄创建等项

目，由基础设施到产业发展、由

物质支持到群众习惯养成，群众

看到了成效得到了实惠，并增强

了村集体自身的造血能力。

今年年初，田寮村与浙江仙

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豆腐

柴种植合作协议，村集体带头试

种 30亩，种植成功后，预计每年

可为村集体创利8-10万元，带动

50 户农民每年每户增收 3000
元。“今年村民种植的豆腐柴，由

公司统一收购。”杨昌海介绍，接

下去计划大面积推广种植，并考

虑引入产品加工生产线。

田寮村有量身定制的“共富

带头人”贷款，整村授信全覆盖，

在利率、额度方面给予政策倾

斜，已贷款余额 2092 万元。同

时为莒溪镇 14个村集体各授信

100万元，共同入股成立苍南莒

溪鑫荣置业有限公司，参与建设

“莒溪低收入帮扶中心”，为来料

加工产业打造新平台。

杨昌海拥有的金融优势，来自

于他背后的“靠山”。据悉，市农商

银行系统出台了“金融强村”十项

举措，设立100亿元“强村产业”资

金，创新盘活农村“沉睡”资产，并

在各县（市、区）12家农商行中，各

委派一名党委委员为市派农村工

作指导员、第一书记，为3185个村

居选派2081名“共同富裕金融专

员”，助力村居实现“造血式”致富。

“田寮村工作做得好，关键

是杨昌海找对了路，我们要把可

借鉴的方法带回各自的村里

去。”市派指导员苍南组组长张

春校坦言。

田寮是一个典型，在我市，更

多的农指员利用好自身优势，在各

地点亮乡村振兴和共富的星火。

市派指导员永嘉组组长岑利

分享了组内的好做法，以艺术点

亮乡村的“箬溪共富实践”。近年

来，永嘉鹤盛镇上日川村将艺术

植入乡村，摸索“艺术+农业+文

化+旅游+民宿+康养”的振兴乡村

新模式，从而形成自身特色。

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

郑雷介绍，在农指员的基础上，

我市还在今年 6月先行先试，由

市级首次向社区派驻工作指导

员、第一书记 29名，推进党建引

领现代社区“共享社·幸福里”的

建设。多个社区在短短 5个月

内，解决一批急难愁盼的民生实

事。在瓯海，7名社区工作指导

员坚持调研开局，围绕现代社区

建设暨“共享社·幸福里”的“四

张清单”，确定未来社区创建、暖

心帮扶等领办项目43项。

农 村 工 作 指 导 员 制 度 于

2004 年启动，我市各级先后选

派了 12批干部到农村担任工作

指导员、村第一书记。今年全市

有 106名市级派驻干部在村（社

区）工作。近年来，我市不断完

善选派方式、工作机制、管理办

法。市、县（市、区）两级坚持“因

村、社区派人”的选派原则，对不

同类型的行政村、社区，分别安

排不同部门和专业的干部，为瓯

越乡村振兴精准注入“强心剂”。

市农村工作指导员办公室专

职副主任林绳权介绍，仅2020年

以来，各级派驻农指员、第一书记

围绕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建

设、农村产业培育、村集体经济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困难群众帮

扶等方面，共帮助落实发展项目

13789个，争取扶持资金 4.76亿

元，捐赠物资价值8568.6万元。

在苍南经验交流会上，农指

员、社指员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

深入探讨下一步农村（社区）发展

思路，研究如何改变工作方法，聚

焦群众所需、发展所盼、帮扶所

能，积极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普通树叶成村民致富“金叶子”，“点叶成金”来自一批能人助力乡村发展——

小乡村来了农村指导员

为广泛宣传党的光辉历

程和丰功伟绩，展示近年来

我县取得的辉煌成就，日前，

以“礼赞二十大 奋进新征

程”为主题的苍南县摄影作

品展在宜山宜城社区文化礼

堂、黄良村文化礼堂开展。

广大艺术爱好者用作品展现

家乡新变化、新发展，寄托对

苍南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

表达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的坚定信念。 （李小眉）

礼赞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学习贯彻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党的二十大精神

★

本报讯（吴云兰）省财政厅、省

水利厅近日下达 2022年第二批省

水利建设与发展资金，苍南涟漪节

水工程有限公司获水利科技项目推

广经费 10万元。公司负责人陈思

哲近日携项目参加苍南县创新创业

大赛，荣获一等奖。

该公司此项水利科技项目是

“建筑楼房节水技术”。就是在新

建或改建楼房时，安装一个巨型

“U”型管，用于储存中水或雨水，

处理后代替自来水冲洗抽水马桶

或楼梯、楼道，剩余雨水还可以用

来浇树、洗车等。2018年在原桥墩

高级中学安装了该节水系统，节水

效果显著，得到业内专家好评。该

项目已获国家发明专利，国际（美

国）专利，并已入选水利部先进技

术重点推广指导项目和浙江省水

利科技计划项目。

近几个月来，我市连续少雨，楠

溪江、桥墩水库等水位大幅下降，水

源枯竭，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

生活。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抽水马桶

用水是个大问题，节水增效刻不容

缓。该项节水技术推广应用前景广

阔，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节水技术
泛起“涟漪”
一苍企获省水利科技
项目推广资金

小村有了小村有了““共富清单共富清单””

深耕瓯越乡村谋定后动深耕瓯越乡村谋定后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