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两份名单引人关
注。一份是“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拟表彰
对象”，一份是“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
企业家”，一个个名字，背后是一个个突破桎
梏、创新创业的人生故事，更是一个涓滴汇
海、百川向东的中国改革开放故事。

在前一份名单中，郑举选和谢高华名列
其中。这两个名字，与两座城市的变迁紧紧
相连。改革伊始，郑举选和102位无业人员在
武汉汉正街持证摆摊，标志着个体经济重回
经济舞台；而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宣布
开放小商品市场，城市的创业热情喷涌而
出。40年后，汉正街成为“买全国、卖全国”的

“天下第一街”，义乌则成为闻名全球的“世界
超市”。今日之发展，早已超出了当时的想
象，但无论走了多远，这条路都是一个个人、
一双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40年改革开
放的历史，也正是无数拼搏者筚路蓝缕、胼手
胝足的奋斗史。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改革开放在
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
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
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
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站在改革开
放40年的时间节点，回望那些引领时代的先
锋模范和无名英雄，第一批农民工、第一批打
工妹、几代民营企业家、库布其治沙人……在
他们的群像背后，是怎样的精神和气质，怎样
的智慧和决断，支撑改革开放成为西方媒体

眼中“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故事”？
他们有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改革精

神。从小岗村村民面对大包干“耕地累死牛，
用水打破头”的质疑，“贴着身家性命”点燃了
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到“温州模式”在商品
市场中崭露头角；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
潮席卷全国，到12个自贸区“先行先试”由点
及面……“创”和“闯”，这两个读音相近的字，
是开拓者最好的写照。无论是基层探索还是
顶层设计，没有先例、蓝图可循，必须“摸着石
头过河”；存在机制、思想束缚，只能“杀出一
条血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无异于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次次尝试、一条条经
验背后，蕴藏着中国前行的原动力。

他们有敞开胸襟、拥抱世界的开放气
质。如果说改革的探索，为中国号巨轮锚定
了航向，那么开放的胸怀则为之加足了燃
料。1978年，多个政府访问团出国考察，通过

“照镜子”下定了开放的决心。而在今天，经
济全球化之于中国，早已不仅是在国际分工
中发挥比较优势，不仅是为了促进商品出口、
利用外资，也不仅是通过技术、文化、创意的
流动发挥1+1＞2的叠加效应，更是要通过更
高层次对外开放，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这
个意义上，负笈留学的学生、参与维和的军
人、鏖战商海的中国面孔，获得了广阔的人生
舞台，也为中国赢得了发展的机遇。敞开大
门、打开窗户，新鲜空气会源源不断，发展的

新动能才会持续涌动。
他们有兢兢业业、艰苦奋斗的实干品

质。我们需要促进派，也需要实干家；需要
“首吃螃蟹”、提供思路，也需要持之以恒、
落实行动。在改革开放列车上的人，都不是
站台上的等待者、观望者。争分夺秒抓脱贫
的村干部、夜以继日苦攻关的科学家、城市的
建设者、乡村的耕耘者，亿万人民在祖国的大
地上挥洒汗水、筑梦未来。40年来，中国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2.8倍，7.4亿
贫困人口脱贫，世界五百强企业达到120家，
在这些伟大的成就里，没有哪一项不是实打
实干出来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有人
民作坚强后盾，改革必将气势如虹。

1980年，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红
了大江南北，“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我，
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唱出
了一代人干事创业的热情。2018年，改革开
放仍在进行时，只要上下同欲、勠力同心，让
各条战线上的奋进者迸发创造活力、砥砺实
干品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号角必将响彻新
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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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亿万人民智慧和实践的成果

当代青年没有获得感、缺乏目标？面
对社会上的一些片面观感，数据给出了更
加客观的结论。日前发布的《社会心态蓝
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显
示，在所有年龄段中，21—30岁的年轻人
在“当前获得体验”一项得分最高，在“未
来获得预期”一项同样位居前列。报告澄
清了社会对青年的一些误读，也显示出中
国青年不甘平庸、锐意进取的积极心态。

根据蓝皮书定义，获得感主要指民众
在社会中通过努力，从而获得提升、肯定
和奖赏之后的认知体验。随着中国经济
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获得感早已不仅仅
是吃饱穿暖，而是涉及教育、就业、医疗、
法治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指数”。青年在
这一项上的高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
社会在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给予青
年的成长空间更加广阔。当外卖小哥雷
海为在《中国诗词大会》夺魁；当一批批

“90后”青年走上工作岗位，报效祖国；当
归国创业的留学生日益增多，“回祖国去”
成为潮流……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优良的条件，让青年
有“立志做大事”的激情和期待。

除了客观数据传递出的青年状态，中
国青年的价值观也非常正向积极。《社会
心态蓝皮书》根据大量问卷调查得出，“90
后”青年个人普遍持有正向、积极的社会
价值观，重视集体主义、人文关怀和权利
平等。另一项针对青年大学生的调查显
示，76.4%的受访大学生将大学看作人生
奋斗的新起点，80.3%的大一新生对此表
示认同。大学生们的雄心壮志，反映出当
前青年一代昂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状
态。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青年的高获得感和正向价值观，必然会给
整个社会发展增添强大动力。

同时也要看到，青年获得感数值稳步
提升背后，也潜藏着一定程度的压力。这
其中，有一些是工作的压力，比如初涉职
场，工作技能生疏，岗位竞争激烈；有一些
是生活中的困扰，比如刚入社会，收入不
高，生活开销负担较重；还有一些是未来
的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困惑，比如没有清晰
的职业前景和规划等等。一些年轻人在
面对压力时心理“内存”不够，导致了心理
问题的恶性循环，被专家称为“压力自我
复制”。化解“青春烦恼”，需要有意识培
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端正“三观”，经风雨
见世面，创造出人生更多的可能。

没有谁的青春是容易的，春天有鲜花
也有泥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
是奋斗者的时代”。新时代的青年群体，
需要更加奋发向上，勇做生活的强者。长
征七号火箭的科研团队平均年龄不足35
岁，担纲研发C919的中国商飞35岁以下
的年轻人占70%以上；还有“90后”副院长
刘明侦，“90后”女博导杨树，新时代的青
年正以奋斗者的姿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对全社会来说，要对青
年群体多一分理解、包容与帮助。多解决
青年群体的现实难题，向他们敞开机遇之
门，帮他们涵养信心与耐心、纾解压力，让
更多青春身影轻装前进、踏实奋斗。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青年的
成长推动着社会进步，青年的诉求也是人
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部分。让青年
持续拥有获得感，给青年更好奋斗舞台，
用青春作桨，驶向梦想彼岸。

连日来，笔者应邀参加了数次来自于朋
友和同事的答谢宴，按照当下的风俗习惯也
都分别出了“人情钱”，事后主人又上门退还
了各自的“人情钱”。联系近年来“退人情”和

“拒收人情”之风的普及，笔者不禁产生一些
感慨。

请柬，本来是亲朋相聚、礼尚往来的友好
使者，但不知从何时起，却被冠以“红色罚单”
的称谓，使其不仅失去了承载亲情友情的功
能，而且折射出来为请所累的无奈。过去，想
必我们这些走上社会的“大人”们，都会收到
有关结婚生子、金榜题名，还有乔迁贺寿等方
面的请柬和通知，参加之时都会送去一份或
大或小的“红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红
包”也有水涨船高之势，以致于“人情红包”被

严重“物化”，沦为一种纯粹的金钱利益与“红
包”的互相交换的关系。

相信许多人都会有类似的同感，虽无可
奈何，却也无能为力。还有一种对此现象和
行为的愤愤不平，然而临到自己时又推波助
澜。爱也罢，恨也罢，身陷其中也好，置身度
外也好，都没能阻挡“其兴也忽焉”的脚步。

请柬满天飞的现象为何在某些地方越来
越盛呢？恐怕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
为利所困，二是为名所累。不可否认，它的形
成与“利”字是分不开的。君不见，许多地方
落马的贪官就是借红白喜事之名而行敛财之
实，因为这种打着礼尚往来的幌子得来的钱
财更具隐蔽性。还有一些人把身份、地位、人
生价值等与红白喜事的规模错误地划上了等
号，认为规模越大，来捧场的人越多，越说明
自己的身份重、地位高、价值大。为名造势导
致请柬满天飞，也就不足为怪了。

纷至沓来的请柬，犹如一张无形的网，
让很多人身不由己，身陷其中，难以自拔。
有些人收到请柬之后，本不情愿去赴约，但

碍于面子又不得不去。偶尔收到一两张请柬
倒还能承受，遇上请柬扎堆，半月未到便工
资告急，以致于捉襟见肘、囊中羞涩，就勉
为其难了。长此以往，不加节制，不仅助长
了攀比之风、奢侈之风，让人际关系庸俗
化，还可能成为败坏风气的酵母。要改变这
种状况，需要党员干部身先士卒、率先垂
范，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
起，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人情往来，提倡节
俭、朴素办事，走出“别人乱我也乱，不乱白不
乱”的尴尬境地。

人情重在一个“情”字，钱多钱少、礼物轻
重大小并不能衡量友情厚薄的根本尺度。要
做到人与人之间真情相待，以心相交，建立健
康、纯朴、诚信、可靠的人间真情。令人遗憾
的是，此风仍此消彼长，现在城里不少单位已
养成“退人情”和“拒收人情”的良好风气，但
农村此风仍在兴头上，未见任何降温的迹象，
许多困难家庭被这种冠以“红色罚单”所表现
出更多的无奈。期盼“拒收人情”之风早日全
面普及。

盼“拒收人情”之风早日普及
□包 干

让青年持续
拥有获得感
□陈禹潜

每去一家医院看病，就得办
一家医院的就诊卡，这是很多人
都遇到过的烦恼。为提供更加便
捷的诊疗服务，河南郑州开通了

“就医一卡通服务”，并结合支付
软件的信息共享功能，通过人社
系统基础信息平台认证，为参保
人签发电子社保卡。患者就诊，
通过手机就能完成建档、挂号、就
医和结算流程。 图/勾 犇

就医一卡通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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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周天锋 记者 向
东）近年来，昭阳街道新义社区积极探
索“微治理”模式，从与百姓生活休戚
相关的事项着眼，引入多元力量参与系
统治理，切实解决好居民反映最强烈、
最想解决的烦心事，努力为居民营造安
心宜居的生活环境。

新义社区地处老城区，存在停车
难、路况差、设施少等问题。社区将

“微治理”项目问需于民，将“微治理”
实施过程问计于民，力求做到治理为
民、治理惠民。

前段时期，一些居民向社区反映，
北大街附近居民家中的自来水出水较
慢，只能满足基本用水，淋浴器等用水无
法保证，还常常出现停水的情况。社区工
作人员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联系自来水
公司，找出这是因管网老化引起的水压低
等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整个北大街需
要重新铺设自来水管道。

新义社区随后联系住建、文广新
局、自来水公司、建筑公司和居民代
表，一起商讨改造工程方案，并达成一
致意见。在实施自来水管道改造工程
中，部分仿古石砖被损坏，社区、居民
代表与施工队协商，由他们找相似的仿
古砖替代。因为工程进度的问题，影响
到居民的出行，又有居民向社区反映，
要求加快进度，早日改造到位。社区派
出工作人员督促施工队加快进程。经过
多方努力，前不久，自来水改造工程终
于完工。看着自来水的水流量比以前畅
快多了，以及恢复如初的街道，当地的
住户满意地说，“微治理”的作用大，社
区为老百姓做事实。

“微治理”解决
居民烦心事

本报讯（通讯员 钟 钢 记者 冯兆宽）12
月 10日下午，一块尘封多年的石碑抵达安丰
小学校史陈列馆。这块石碑是清咸丰元年
(1851)安仁学堂的奠基石，今年适逢安丰小学
建校110周年，此石碑的发现有着非同寻常的
意义，堪称校史陈列馆的“镇馆之宝”。

石碑的捐赠者为安丰派出所巡防队长许

仕和。在捐赠现场，安丰小学校长成义森向
许仕和夫妇颁发了荣誉证书，并赠送一块上
书“惠风和畅”匾额，代表全体师生的浓浓谢
意。“此碑见证了当时咸丰元年安仁学堂奠基
时的辉煌，将安丰的教育史向前推进了 57
年。”成义森说。

据许仕和介绍，30 多年前，他用了两条

“华新”香烟从别人手里换回了此石碑，其间
曾有许多文物贩子想用几万元从他手里买走
这块石碑，都被他拒绝。今年秋季，安丰小学
筹备校史馆，经一位退休教师的牵线，筹备组
与许仕和取得了联系，他当场决定将此碑无
偿捐于安丰小学。

许仕和捐赠清代学堂石碑

中堡镇加强
村级预算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邰文华 盛亚平）
近日，中堡镇部署 2019年度村级财务收
支预算工作。该镇要求各行政村切实细
化预算，科学合理编制预算，确保村级
收支预算编制工作规范、有序进行。同
时，强化预算执行管理，盘活村级存量
资源、资产、资金，扩大收入渠道，优
化支出结构，确保重点支出需要，把有
限的财力用到急需的公益事业上。凡是
没有纳入预算的支出原则上一律不得执
行，杜绝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随意
性，切实增强年度预算的严肃性、完整
性和预算约束力。

本报讯（通讯员 侯峰钟 葛明才 记者
冯兆宽）为躲监控抓拍，来自安徽省的驾驶员
胡某竟然用毛巾遮挡车牌。日前，市交警大
队安丰中队民警发现情况后，立即出警，对胡
某依法进行了处罚。

据了解，当天上午8点40分，安丰交警中
队相关人员在对该镇振安路违停抓拍系统进
行巡查时，发现一辆小型货车的前号牌被人
为遮挡，中队执勤民警杨阳迅速带领两名辅
警前往检查。

经调查取证：安徽省天长市仁和集镇渔
业队的驾驶员胡某驾驶车号为皖MV6×××

小型货车从安徽来兴化安丰购鱼，大约 8点
30分左右将车停放在该镇振安北路一路段。
当地一老板告诉胡某这个地方不能停车，有
监控抓拍。胡某“灵机一动”，耍起了小聪明，
从车子上取来一条毛巾耷在了车子的前号牌
上，自认为这样就能逃避监控系统抓拍、摄录
了，哪知被中队的系统巡查人员逮个正着。

胡某在事实面前，当即承认了自己故意
遮挡车辆号牌逃避电子警察抓拍的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后民警将其带至中队，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江苏省道
路交通安全条例》的相关规定，告知其遮挡

号牌的危害性，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
育，对胡某故意遮挡车辆号牌的交通违法行
为作出 200元罚款的处罚，并对其驾驶证一
次性记12分。胡某对自认为“高明”的违法
手段后悔不已，表示以后再也不干这种愚蠢
的事了。

结果被扣12分，还罚了200元

为躲监控抓拍，竟用毛巾遮挡车牌

近日，茅山镇财政所组织干部职工参
加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承
担一份社会责任，奉献一份爱心。其中不
少同志已连续多年献血，累计献血 10多
次。 （徐 源）

在长安路改造工程中，长
安路上多处过街灯桥影响施
工需要拆除。考虑到白天车
流量大，存在安全隐患。市城
管局会同相关部门细化拆除
方案，于12月8日利用晚间开
展现场拆除，并在现场强化了
安全保障措施。通过现场工
作人员的连夜苦战，到次日凌
晨 6 时，7 座过街灯桥全部被
拆除。至此，横亘长安路长达
14年之久的过街灯桥成为历
史。 周红兵 冯兆宽 摄

告别
过街灯桥

本报讯（通讯员 包付文）眼下，秋收
已经结束，荻垛镇四联村 7组村民王卫根今
年种了 100多亩田水稻喜获丰收，亩平收入
3000余元。在近两年的时间里，王卫根还清
了外债，翻建了新房，走出了贫困的阴影。

“多亏了曹勇帮钱帮工帮出主意，及时伸出
援助之手，要不是他，我家也不会这么快脱
贫……”提起曹勇，王卫根感激连连。

原来，早在2016年底，王卫根那时可谓
心事上了身，骨头愁散了架，老父亲早年罹
病身亡，留下一屁股债，儿子退伍回乡等着
寻媳妇结婚。他夫妇每年也就只种了十多亩
田，只够管嘴营生、家庭开销。眼下还住在
五架梁鸽子窠三间平房里，怎么办？王卫根
夫妇整天心事重重，六神无主。

王卫根家的情况被送报下乡的荻垛邮电
局投递员曹勇知道了，作为同村人，他专程

回村了解实际情况，帮助王卫根想办法。在
走访中，曹勇了解到，四联村大多数青壮年
外出经商办厂，好多人不愿种田，曹勇就动
员44岁的王卫根发展规模种植。在曹勇动员
下，2017年，王卫根从本村村民手中流转40
多亩耕地，搞起了规模种植。

发展规模种植，农药、化肥、机械样样
需要钱，曹勇帮着想办法，他找同事、同
学、亲友，你五千、他六千，七拼八凑，帮
助王卫根借了近 10万元做农本。种田需技
术，曹勇利用送报刊之便，多次从镇农技中
心带回种田科技报刊及相关宣传资料让王
卫根学习，收种关键时刻曹勇想方设法请
镇农技员上门指导。经过多方努力，王卫
根规模种植当年取得好收成，小麦亩产 860
斤，水稻亩产 1200 斤，剔除成本，每亩可
得纯利 500余元。

有了第一年成功的经验，2018 年曹勇
鼓励王卫根又发展了 60亩规模种植，现在
王卫根晚稻收割完毕，他粗略盘算了一
下，今年亩平收入 3000 余元。短短两年的
时间，王卫根还清了外债，翻建了新房，
走出了贫困的阴影。“没有曹勇，就没有我
们的今天！”采访临结束时，王卫根深有感
慨地说道。

绿衣使者援手 贫寒家庭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