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8日，茶农在位于白象山

的定心茶园采摘春茶。随着气温逐

步回暖，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白象山

的8000余亩茶园陆续进入春茶采

摘期，茶农们穿梭在茶园中，抢抓

农时采摘春茶。

近年来，重庆市巴南区通过赠

送茶苗、资金直补、技术培训等惠

民措施，积极发展茶产业，并推动

茶旅融合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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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紧日子”换“好日子”彰显民生初心

前几天，我和同在北大读本科的高中同
学聊天，听他说起，我们已经有好几位高中
同学在长沙找了工作、买了房，100多平方米
的房子，装修得极为精致，总共花费也不到
100万元。他说这话时，语气里不无羡慕。我
笑着问：“你想回长沙工作？”他摇了摇头：

“不太敢”。
我们为什么不敢回乡工作？
作为从农村或者小城市考上名校的孩

子，高考金榜题名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无
限关注与赞美。茶余饭后的谈资，无外乎“那
谁家孩子考上北大了呢”“哎呀那孩子可真
聪明”。这种关注不会因为他们离开家乡上
大学而消失，它持续存在，并在他们毕业前
后发酵到高潮。

这种关注并没有任何恶意，相反，它蕴
含着人们的欣赏和期许。但是，对于承载着
这种期许的名校学子来说，它却是一块重逾
千斤的巨石，那种会在他们试图喘息放松之

时压垮他们的巨石。
去年过年回家，吃团圆

饭时听到一位姑姑说起：
“那谁家孩子，就是考上清
华那个，听说现在去长沙一
个什么教育机构工作了呢，
工资还没有他家隔壁那个
初中毕业的男孩子高。”立
即有人附和道：“那这几年
学费不是白交了，还清华
呢”“当初高考怕是靠运气
考上的吧”……我在饭桌
旁，听得后背一阵发凉，这
种流言没几天便传得随处

都是，那位哥哥的父亲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十
岁，而那位哥哥过年也没有回家。

小镇人言可畏。
于是，每一个从小镇里考出去的学生

都谨小慎微，遭受挫折时不敢发朋友圈，
负能量爆棚时不敢向家人倾诉，一步一步
小心翼翼地走到毕业季。面临留在北京还
是回乡就业的问题时，很多人选择了前
者。理性分析的话，后者有更多的优势
——如果回到家乡或者是本省省会城市工
作，生活压力和人才竞争都明显要小得
多，花费同样的成本，就能获得更高的幸
福感。然而，很多人就算抱有这样的想
法，也不敢付诸实践，要么害怕从“名校
高材生”的云端坠落带来的强烈失落感，
要么担心自己今后的“不那么成功”会导
致之前一切努力都遭到无情否定。

在亲耳听到之前，我很难想象这样的观
念还存在于他们的脑海里：“北大毕业会给

分配好工作吧”“考上了北大那就是上了保
险啊”。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观念的确存
在，而且不在少数。对他们来说，名校毕业生
如果没有“当大官”或者“赚大钱”，那就是这
个学生没好好学习，没达到北大标准，或者
是产生“北大也不过如此”“读那么多书有什
么用”的观点，这对于寒窗苦读多年、以学校
为傲的名校学子来说，简直是一种毁灭性的
侮辱。

也许有人会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
去吧”“何必在乎那些虚名”，但我想说，流言
破坏的已经远不止一个“虚名”，而已经造成
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实质伤害，就如那位清华
毕业的哥哥，毕业之后再也不曾归家。

考虑到乡镇的社会发展程度和信息流
通程度都相对滞后，我并不奢望在短时间内
扭转陈旧刻板的观念，但这不意味着名校毕
业生就毫无自主选择的余地。至少，我们可
以依靠足够的坚强和耐性，活出真正的自
我。

所以，北大以及其他被社会冠以“优秀”
之名的名校学生，不管是留在北上广还是回
乡工作，如果能带给自己更好的发展机遇和
更大的发展空间，看准了就去做吧！在北上
广工作要背负房贷、户口和人才竞争的压
力，回乡要面对舆论的压力，没有哪种选择
不是在负重前行，唯有时间能够检验你的选
择，也唯有事实才能改变流言的风向。

（中青网）

“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

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

质所决定的。”3月5日，习近平参加他所在

的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谈起了“好日

子”与“紧日子”的辩证法。（《人民日

报》）

已经结束的两会，让人回味无穷，喜

悦之情难以言表，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

费负担近2万亿元，降低并统一大病保险起

付线，报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移动

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以上等等。

桩桩件件，真金白银，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倍增。用网友的话来说，政策红包

“拆到手软”，幸福指数“噌噌上涨”。

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加码，意味着经济

要大发展，提供财力支撑，同时还要降闸

节流：中央财政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

“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等安排。民生

做加法，政府开支做减法，老百姓过好日

子，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用“紧日

子”换“好日子”，彰显出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这一根本宗旨。

党的十八大以来，节约再节约，“三

公”经费连续多年下降，一般性支出一压

再压等等。如在全国革命老区赣州，在经

费原本就不充裕的条件下，继续加大节源

力度，能线上开的会，尽量不在线下开等

等，能挤一分是一分，把钱用到扶贫上，

用到教育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

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

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有了显著的提高，对保障和改善民

生有了新的期待，不仅要增量，而且还要

提质。从牙缝里多省出一分钱，用在民生

之事上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政府开支做

“减法”，民生保障做“加法”，一减一加、

积少成多，民生账本不断加厚，推动民生

改善上新台阶。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优良

传统，革命战争年代在敌强我弱的态势

下，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我们党不断

的从胜利走向胜利，靠的就是艰苦奋斗。

今天我们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

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但也应

看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

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面临新的

挑战和风险，必须继续高举艰苦奋斗的旗

帜，用好每一分钱，把钱用在刀刃上。越

是富裕越要节约，越是胜利越要勤俭。各

级干部过紧日子，牢记使命、奋发有为，

弘扬好的传统和作风，焕发出激情和干

劲，转化为追梦强大动力。

过“紧日子”，意味着效率要提高，作

风建设进一步改变，求真务实；过“好日

子”，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增强，进

一步激发内生动力。只要我们同心协力、

凝心聚力，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加美好的未

来。 （中青网）

名校毕业的我为什么不敢回乡工作

春茶采摘
正当时

江苏句容：
草莓成为农民
致富“金果果”

3月18日，在句容市白兔镇，莓农贡明

花在展示自家大棚收获的草莓。近年来，江

苏省句容市白兔镇大力提升设施草莓高效

栽培技术和全程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水

平，助力“白兔草莓”提质增效，形成品牌效

应。据介绍，白兔镇拥有全国无公害大棚草

莓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区，目前全镇草莓种

植面积达5000亩，产出的十多个优质品种

草莓远销北京、深圳等城市，同时吸引周边

游客前来观光采摘。草莓已经成为当地农

民致富的“金果果”。 （新华网）

黄河边上市民
河滩淘“奇石”

3月18日，兰州市黄河边白马浪段很

多石头裸露在河滩上，许多市民纷纷踏入

裸露的河滩“寻宝”，希望能从中淘到

“黄河奇石”。 （新华网）

候鸟迁徙过境胶州湾
成壮观过境潮

3月18日，迁徙中的鸻鹬类候鸟分批

次落地青岛胶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潮间带

觅食、补充体能，停留一段时间后继续北

迁。据悉，胶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地处水

鸟迁徙的重要通道，每年春秋两季，数百

万只候鸟都要在这过境。 （中新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 婷）3月 22日下
午，我市召开2019年度市人大代表建议、政协
提案交办工作会议。

2018年，市政府共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
和市政协提案666件，泰州市政府交办建议提
案 19件。市政府及各承办单位坚持以“提高
质量”为核心，以“强化协商”为手段，以“解决
问题”为目的，切实加大督查推进力度，建议
提案办理任务按时保质完成，一大批人民群

众密切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和真正落实，有力助推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从代表委员反馈的结果看，见面率、
办成率、满意率均达 100%，落实率稳中有升。
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共提出718件建
议提案。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立华要求各承
办单位和部门，要立足办成，全力落实，以更
高质量开展 2019年办理工作。要深化认识，

务实举措，细致谋划，切实增强办理工作的主
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要落实办理责任，完
善办理制度，规范办理程序。要注重调查研
究，精准把握重点，狠抓工作落实，严格督查
督办，推动办理工作有序开展、高效推进、优
质办结，确保建议提案办理的每一个环节都
落到实处。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志方、市政协副
主席王福全分别就办理工作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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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遗失张日江和邹成凤之子张伟

泽出生医学证明，编号：J320591018；出
生时间：2009年8月21日，声明作废。

千垛菜花邀宾朋
人文水乡欢迎您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交办工作会要求

以更高质量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 婷）作为今年菜
花旅游节的重要内容之一，3月 23日上午，由
市委宣传部和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大众
摄影》杂志社、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的

“水润兴化 如诗如画”全国摄影大展在市博
物馆拉开帷幕。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春龙在致辞中指
出，本次展览为全市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了
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大力繁荣摄影艺术创作，推动摄影创作
不断向前发展。他同时希望我市摄影艺术工
作者把握时代脉搏、扎根基层生活、紧贴人民
群众，力书历史名城之神、描绘锦绣兴化之
韵，创作出更多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的精
品佳作，努力为我市打造江苏大公园、人文梦
水乡增彩添色。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传林、市政协副
主席彭国良为展览揭幕。

走进展厅，一幅幅精美的摄影作品给人
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既有描绘“河有万湾多
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的水乡之美的自然美
景，也有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现代化城市发展

的新时代画卷。据了解，“水润兴化 如诗如
画”全国摄影大展得到了广大摄影家和社会
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共收到作品 11000余幅，
展出作品百余幅，参展作品紧扣全域旅游四

季风景的主题，以摄影的独特视角形象展现
了我市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文化旅游以及
社会民生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水润兴化 如诗如画”摄影展开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 华）为进一步
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切实提升年轻纪检
监察干部的思想政治素养和执纪执法能力，
3月 21日下午，全市纪检监察系统举办的青
年干部训练营正式开班。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金
永忠参加开班仪式。他希望青年干部们要弘
扬奋斗精神，让青春无惧。大力弘扬伟大奋
斗精神，历练宠辱不惊的心理素质，坚定百
折不挠的进取意志，让青春在艰难险阻面前

无惧无畏，用心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要秉持
“空杯”心态，让青春无憾。拿出虚心学习
的态度，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
想境界、一种人生觉悟、一种自觉行动，通
过优化知识结构，厚植理论根基，努力成为
执纪执法业务工作的“行家里手”。要牢记
为民宗旨，让青春无愧。以满腔热情为群众
排忧解难、化解矛盾，通过群众工作来历练
自己的办事能力，让自己的青春年华在纪检
监察事业中谱写绚丽篇章。要自觉修身律

己，让青春无悔。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品质
修养，树立优良作风，杜绝工作的随意性和
主观性，用实际行动诠释纪检监察干部的本
色。

活动中，全体年轻纪检监察干部集中
参观了交通局党员组织生活馆，观看了微
电影《不负此生》，4名青年代表结合工作
实际和生活经历作交流发言。首期活动还
就“年轻干部如何更好更快成长”进行专
题授课。

全市纪检监察系统青训营开班

根据《关于实施兴化市国防教育“五百工
程”的通知》（兴委宣〔2019〕8号），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进一步做好国防教
育工作，增强全市上下的国防观念，营造关心
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浓厚氛围，经研究，市委宣
传部、市人武部、市教育局联合举办 2019 年

“国防教育杯”书画征稿评选活动，具体安排
如下：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共兴化市委宣传部

兴化市人民武装部
兴化市教育局

二、征稿对象
广大书画爱好者
三、参赛主题要求
以祖国山河风景名胜、军民鱼水情、革命

历史故事等为创作主体内容，激发广大军民
爱我河山、爱我国防的豪情。

四、征稿类别
书法和美术作品（硬笔书法除外）。
五、作品要求
1. 来稿作品一律请附作者个人艺术简历

一份、通联地址及联系方式（所附内容不全视
作无资格参赛）。

2. 主办单位对参赛作品享有出版、收藏、
宣传的权利，凡来稿一律不退。

3. 规格为宣纸四尺至六尺整张，竖式为
宜。

六、截稿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至2019年5月30日。
七、奖励安排：
1. 征稿对象分学生组、社会组两组进行。

2. 根据征稿情况，组织集中评审，分别评
出社会组一等奖1名，奖2000元；二等奖2名，
每名奖1000元；三等奖3名，每名奖500元；优
秀奖若干名，奖励活动纪念品一份。学生组
一等奖1名，奖800元；二等奖2名，每名奖500
元；三等奖 3 名，每名奖 300 元；优秀奖若干
名，奖励活动纪念品一份。

3. 获奖作品将进行集中展览。
八、收稿地址
中共兴化市委宣传部国防教育科（兴化

市行政中心 2号楼 2416室），邮编 225700，信
封正面请注明兴化市“国防教育杯”书画征稿
评选及参加组别。

九、联系人
袁老师，电话83326286。

2019年3月21日

关于开展“国防教育杯”书画征稿评选活动的公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祝海 通讯
员 周广学）日前，我市召开“两违”专项整
治工作推进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河湖违
法圈圩和违法建设专项整治，切实加强河
湖生态空间的管控。

据了解，全市范围内列入省骨干河道
名录的 32条省级骨干河道、省湖泊保护
名录的 20个湖泊，在《江苏省湖泊保护条
例》施行之后形成的违法项目，全部于
2019年底整治到位；在《条例》之前形成的
违法项目，通过退圩还湖等方式逐步整治
到位，退圩还湖实施之前，按照防洪排涝
的要求，建设圩区的进水设施或者分段平
毁圩堤。对于河道管理范围内的违法围
垦，河道管理范围内、湖泊保护范围内的
违法建设，严重影响河湖行洪和输水蓄水
功能、河势稳定、堤防及水利工程安全、占
而不用和破坏生态环境、违反生态敏感区
管控要求的违法项目，严格对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文件予以立即整治，争取在
2019年底前整治到位。

我市部署河湖“两违”
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 婷 特约通
讯员 陆中来 通讯员 盛文华）今年以来，
陶庄镇把增加财税收入作为全年工作的
重中之重，1-2月份完成税收收入 913万
元（增值税775万元、企业所得税31万元、
个人所得税 28万元、房产契税 5万元，其
他税收 74万元）占年初目标 23%，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495万元，占年初目标23%，均
比上年同期增长32%。

该镇及早谋划，将全年任务明确到机
关干部和蹲点镇干部，明确到企业、到项
目。狠抓重点，立足增长点，年初认真做
好全年税源分析，春节后第一次会议召集
村和单位负责人交流税收征管的做法，进
一步明确目标，查找薄弱环节，努力找寻
新的财源，把经济增长点转化为税收增长
点。优化服务，镇招商引资办公室主动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加大财政引导支持力
度，帮助企业精准施策，加强税收政策宣
传，确保税收进度稳步推进。

陶庄镇多措并举
实现财税开门红

连日来，河道管理处变以往水面保洁
为主，为河道、岸坡保洁并重，加快巡查频
次、加大巡查力度，突击清理城区防洪堤
（墙）及坡岸的积存垃圾，努力让城区防洪
堤（墙）变成一道整洁靓丽的水乡风景线，
喜迎八方游客。 冯兆宽 陆 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