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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历牛年到来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先后两次勉励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要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
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以不
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
奋蹄，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
耕耘、勇往直前，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
史辉煌。

2021辛丑牛年，是我国现代化建
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它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在这个开启新征程的重
要时间节点上，我们应以什么样的精
气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起好步？总书记巧妙结合我

国崇牛的习俗，借用牛是勤劳、踏实、忠
诚的象征，提出要发扬“三牛精神”，为我
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其言之殷殷、情
之切切，我们当用心领悟，身体力行，使
出牛劲，用足牛力，凝聚“九牛爬坡，个个
出力”的奋斗合力，瞄准新目标，决胜新
征程。

发扬为民服务的孺子牛精神，就是
要以民为本，诚心乐做民公仆，俯首甘
为孺子牛。将人民记在心中，把责任扛
在肩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想民之所想，做民之所向，解民
之所难，在工作岗位上脚踏实地地为民
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以更加昂扬
向上的精神状态，更加奋发有为的工作
热情，更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一件
接着一件做，一茬接着一茬干，解决好
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
老、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生态环境、

社会治理等问题，让老百姓把日子过成
向往的样子，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发扬创新发展拓荒牛精神，就是要
敢为人先，坚持开拓创新，强化担当作
为。敢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既把已
掌握的技术成果创新开拓好，又在实践
创新中不断尝试求索，蹚没走过的路，拓
没垦过的荒，突破条框常规，为事业发展
注入新动能。新征程推进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有许多难题亟须破解，必须
争分夺秒，大胆想、勇敢闯、科学干。习
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提出“两争一前列”和

“五新”要求，我们没有现成的路径可走，
只有握牢创新之笔，以准确识变之智、科
学应变之道、主动求变之能，勾画经济社
会“上扬曲线”，才能绘就“强富美高”南
通发展新图景。

发扬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就是要

吃苦耐劳，做到勤恳奉献、忠诚实干，不怕
苦、能吃苦、肯吃苦，特别是遇到困境更能
滚石上山、负重前行。新征程上，我们面
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会更加错综复杂，也一
定会面临诸多重大困难、重大挑战、重大
风险、重大考验。“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惟有像老黄牛那样，任劳任怨，辛勤耕耘，
才有收获。我们南通取得今天的成就，不
是轻而易举、敲锣打鼓得来的。它浸润着
江海儿女的辛勤汗水，凝结着南通干部群
众战风斗雨的智慧，蕴藏着“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的不折韧劲。奋进新征程，完成
新使命，我们为民当效黄牛力，不待扬鞭
自奋蹄。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光阴易逝，时不再来。我们要让“三牛精
神”尽快在江海大地发扬光大，让人民需
要、我就去做蔚成风尚，始终忠诚忠实于
职守，在新征程上奏响奋进的凯歌。

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市、县、镇
三级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首次加
入今年春节值班保障工作。170多名
热线接线员24小时轮班轮岗，全年无
休。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春节期间，政
府热线12345共接获有效诉求逾4026
条，服务满意率95.35%。（2月19日《江
海晚报》）

热线电话是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
的桥梁。人民群众通过热线电话反映
问题，相关方面将问题反馈到相关部
门，推动问题的解决。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一些
外地人留在南通过年。涉及民生的水
电燃气保障的投诉几乎为零，说明水
电燃气保障等工作做得相对较好。对
景区配套服务吐槽较多，说明景区有
待提高的地方不少，也意味着游览景
区的游客不少。游客们反映的引导和
提示工作滞后等问题可以成为各个景
区日后改进工作的方向。我们要树立
问题导向，通过解决问题推动文旅行
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践行初心和使命，党政机关应当带好
头，应当发挥好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热
线电话肩负着为民服务的职责，接听热
线电话的工作人员应当把自己的工作
作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考场，对工作要
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尽职尽责、尽善尽
美，让拨打热线电话的人感受到春天般
的温暖，以优异的表现履职尽责，全力
以赴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人民群众通过热线电话反映问题，
自然希望反映的问题得到很好解决。
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人民群众就会不
高兴、不满意。我们要把人民高兴不高
兴、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重要标
准。有关部门应当践行好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帮助把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
好。接听热线电话的人员要怀着对人
民群众的满腔真情投入工作，让人民群
众感受到满腔的热情、满满的诚意。人
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满意，才说明我们
的工作取得了效果。

热线电话，情系万家。愿相关方面
认真帮助人民群众通过热心电话反映
的问题，全力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

位于通州区开沙岛的恒力产业园
于 2020 年 9 月获评国家级“绿色工
厂”。四期项目全部建成后，纺织新材
料产业园将成为融高端制造、科技研
发、生产服务等于一体的国际先进纺
织新材料基地，也是全球单体产能最
大、品种最全的纤维生产基地。（2 月
19日《南通日报》）

透过一个个重大产业项目如火如
荼的建设场面，体现了我市持之以恒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力度，为“十四
五”经济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

重大产业项目是牵引南通高质量
发展的龙头。正是这几年全市上下围
绕项目建设下非常之力、用非常之功，
一锤接着一锤干，一仗连着一仗打，才
使经济发展始终处于稳中向好的态
势。站在“十四五”发展的新起点上，
只有矢志不渝推动更多的重大项目快
开工、快建设、快见效，才能让发展的
支撑力更强、增长的动力源更足。

“以项目论英雄”是常挂在我们嘴
边的一句话，实践证明，项目建设抓与
不抓不一样，主动抓与被动抓不一样，
抓实与抓虚不一样，这是对各级干部
能力和水平的一场大考。因此，要始
终树牢“项目为王”的理念，营造“一切
围绕项目转，一切为了项目干”的氛
围，领导干部亲力亲为、冲在一线，从
头抓紧、从早抓起，满怀激情抢项目，
保持定力推项目，全面形成项目建设

压茬推进的生动局面。
产业项目从引进、落地到投产，面

临的难题不少，遇到的瓶颈很多，无论
是拆迁清障、要素保障，还是行政审批、
竣工验收，只要一个环节脱节，就会耽
搁进程、影响进度。“只要用心想办法，
就一定会有办法”，这就需要各级干部
主动深入项目建设一线，想企业之所
想、急企业之所急，把“服务无止境”的
理念贯穿到项目建设的全生命周期，通
过强化系统思维、加强协调沟通，一个
环节一个环节地去推进，一件事情一件
事情地去突破，以钉钉子精神变“不可
能”为“可能”，确保进度计划一天天往
前赶。

这几年，南通在推进项目建设上不
断使新招、出实招，创新推行了领导干
部挂钩重大项目、项目专班专员等机
制，这些好做法、好经验要不断总结提
升。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报表推
进、督查考评、奖优罚劣等制度，来一场
轰轰烈烈的大比武、大竞赛，打一场速
度与激情、高质量与高效率的硬仗，为
重大产业项目按下“快进键”、跑出“加
速度”。

春潮澎湃催征急，项目建设再扬
帆。只要我们拿出“战”的姿态、“拼”的
干劲，自觉把项目建设的责任扛在肩
上，加快工作节奏，聚力攻坚突破，就一
定能为高质量发展引入“源头活水”，推
动南通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在图书馆里度过充满“书香味儿”时光,
已经成为不少市民享受新春假期的方式。（2
月18日《江海晚报》）

市图书馆作为市民阅读书籍的重要阵地，
给市民假期“充电”提供了许多方便。市民在
享受新春快乐的同时，品读喜爱的书籍，徜徉
在知识的海洋里，无疑享受了精神上的乐趣。

社会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网络、移动互
联等新兴媒体的普及，读书，尤其是读纸质书
籍，已经离普通市民越来越远。在实际工作
中，有些人以“工作忙”“没时间”“静不下来”
等为理由，很少读书，甚至不读书。部分市民
宁可一天花上几个小时刷微博微信，却不愿
抽出部分时间静静读书。另一方面，如今社
会思想文化日异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全民阅
读尤其是数字化阅读暴露出的低端阅读、粗
俗阅读、碎片式阅读、浅表化阅读等低质量阅
读现象。其实，沉浸式的、深入的、长时间的
阅读，对人的精神建构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
让我们不完整的生活和人生变得完整、踏
实。这就需要我们及时调整阅读思路，寻找

一种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应对碎片化时代。
让江海大地充满“书香味儿”，领导干部

当好表率至关重要。古人说：“非学无以广
才，非学无以明志，非学无以立德。”对领导干
部来说，读书学习可以开阔眼界、丰富思维，
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养、锤炼道德操
守，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
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在开展建立学习
型党组织、培养学习型党员干部活动中，领导
干部做好样子，带头多读书、读好书，带动全
体党员干部积极读书、主动读书，形成良好的
读书氛围。通过读书学习，增强开拓创新的
能力，增强破解难题的能力，增强服务民生、
造福群众的能力。

让江海大地充满“书香味儿”，需要营造
浓厚的社会氛围。书籍是精神世界的入口。
通过阅读，人们从中获得知识、锻炼思维、开
阔眼界，还能润泽心灵、涵养品格、塑造精
神。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既需要个体
自觉，也需要全民阅读促进会等社团组织、图
书馆、职工书屋和农家书屋等单位发挥主渠
道的作用，打造更多阅读空间，让城市氤氲书
香，从而涵养全民阅读的土壤。眼下，许多地
方都在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为大众烹
制了一道道阅读文化大餐。比如“漂流书屋”

项目，就是方便市民阅读的一种新形式，它把公
共文化资源进一步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为
每一位市民提供阅读的条件，从而营造浓郁的阅
读氛围，培育市民阅读习惯，提升大家文明素
养。在长途汽车站等人口流动量大的地方建立
漂流书屋，在各地图书馆、社区书屋、文化馆、行
政服务中心、银行网点等窗口单位设立漂流书
架，在公交站点、邮政报刊亭、志愿者岗亭投放漂
流书箱。在推进全民阅读的进程中，需要不断探
索和创新，为市民构建网格化、立体化的阅读服
务平台，实现了城乡阅读资源的均衡发展。

让江海大地充满“书香味儿”，是迈进“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客观需要。我市勇当“两争一
前列”排头兵，提升全民素质尤其是职工群众素质
是关键。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
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带着思考去读、带
着差距去读、带着问题去读，增强阅读的针对性，
才能使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
我们的血液里，融汇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中。让阅
读成为一种习惯，进而上升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
需要通过各种阅读主题活动的积极倡导和引导，
更需要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合力，持之以恒为
提升大众阅读质量做实事，从阅读中汲取有价值
的知识营养，增长知识，升华思想，陶冶性情，在书
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帮助我们不断成长。

近日，一组今年春节假期的消费数据引发广泛
关注。6.6亿件，这是全国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
递快递包裹的数量，同比增长2.6倍；78.45亿元，这
是春节档电影实时总票房，刷新多项纪录；8210亿
元，这是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的销售额，同比
增长28.7%。在火热的春节假期消费背后，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的强大动能和蓬勃活力。春节黄金周时间
虽短，但是井喷的消费却具有很强的标志意义，说
明国内需求依然强劲，以需求为动力的消费其恢复
速度与规模正在跟上生产和供给的步伐，这将进一
步推动中国经济延续复苏态势。消费能力增强、消
费结构优化、消费模式升级，将继续为中国经济注
入强大动能。

——人民日报《春节假期火热消费折射出什么》

和往年春节一样，孩子们都会收到数额不菲的
压岁钱。收到压岁钱，孩子高兴，家长却纠结了，因
为有的孩子拿到钱就开始胡乱花，逛超市、买玩具、
打游戏，这令家长们很是头疼。如何引导孩子科学
合理地使用压岁钱，成了家长们关注的话题。当下
引导孩子科学合理地使用压岁钱，家长首先要让孩
子正确认识压岁钱的意义，让孩子明白压岁钱的

“前世今生”。其次，和孩子一起制定可行方案。每
个家庭的做法可能不同，但都应适应“厉行节约”

“用之有度”的新年俗。有理财专家就建议：把孩
子的压岁钱分成三份，一份用于合理消费；一份
存入银行；一份与他人分享——用于帮助急需帮
助的人。这个建议，为孩子胡乱花钱设置了障
碍，让压岁钱利人利己，更好地发挥价值，家长
们不妨一试。

——北京青年报《用好压岁钱 适应新年俗》

据报道，这几天，北京丰台某餐厅服务员因制
止顾客餐饮浪费反被指责，引发热议。2月21日，
丰台区餐饮住宿服务行业协会会长穆慧妍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餐厅无错，不应为浪费者免单。尽
管个别网友对餐厅三番五次劝导行为有所质疑，

“不是提醒是骚扰”，但舆论总体对此持认同态度。
为此，当事餐厅为受了委屈的服务员颁发了“安慰
奖”，而这也体现出餐饮行业作为制止浪费的重要
践行者，正在发挥作用。针对餐饮浪费行为，相关
执法机制也要跟进。比如，类似冲突发生后，可由
餐厅提供录音、录像、照片等证据，提交执法部门依
法处理。总之，只有将法律落实到具体执法的细枝
末节中，制止浪费才不会只停留在法律条文上。

——新京报《制止餐饮浪费，不能靠餐厅“息事
宁人”》

对00后而言，丢了手机，会跟丢了魂一样，与朋
友联系一旦中断，就会大呼小叫。这跟上一代丢了
钱的反应一样。以微信为代表，移动社交出现10年
了。这10年，人生的经验被改变了许多。更深层的
改变是什么？经验之上是理性，而改变的就是理
性。如果人们的信息和利益来源单一，结果就会演
化为零和博弈，因为只是在一种同质化的价值中比
大小。相反，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由于价值异质性，
会产生多样性红利，从而带来一种有利于草根的公
平。移动社交的高科技逻辑是开放式“最短路径优
先”，折射到人际关系上就是复活“君子笃于亲”。
因此其深层影响用一句话说，就是以亲近替代疏
远，以复归替代异化。

——光明日报《移动社交改变的不只“经验”还
有“理性”》

如今，智能手机已融入日常生活，预约就诊、购物、乘坐交通工具、使用健康码等，
手机都能带来很大便利，但很多老年人并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使用。为此，不少社区开
设智能手机培训课堂，组织志愿者为老年居民讲解智能手机使用知识，让老年人也能
乐享“智慧生活”。 （据《人民日报》）

让“三牛精神”在江海大地发扬光大
□凌 云

让城市充满“书香味儿”
□戴卫民 陈命荣

热线电话不空转 为民服务更暖心
□李兆清

打好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攻坚战
□知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