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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队 91 年的奋斗历程中，
有一种传承，镌刻历史深处，跨越九
天长空，融入这支队伍里每一成员
的血脉，伴随并激励人民军队从胜
利走向胜利。这种传承，就是红色
基因的传承。红色基因是我党我军
性质宗旨本色的集中体现，也是人
民军队根脉灵魂所在、特有优势所
在、制胜密码所在。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打败一切强大

敌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着
“跟着党走，就一定能胜利”的执着
信念，有着“压倒一切敌人，决不被
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有着“愈
是困难愈敢上，愈是强敌愈向前”的
战斗作风。我军胜利前进的每一
步，也是光荣传统丰富发展的每一
步。强军兴军征程上，实现强军目
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既面临千载
难逢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
的风险挑战，同样必须大力传承红
色基因。

实践证明，红色基因是新时代
滋养强军奋斗精神的丰厚沃土，是
培塑“四有”军人、锻造“四铁”部队

的源头活水，是经受各种考验、永葆
我军本色的重要法宝。无论编制体
制怎么改、领导指挥关系怎么变，传
承红色基因决心不能移、力度不能
减！这也是挺立在改革强军潮头的
万千将士，用行动给出的铿锵答案。

人民军队在淬炼红色基因中不
断成长壮大，也必将在赓续红色基
因中永葆生机。红色基因是历史
的，也是时代的。新形势下，传承红
色基因，必须与时代同行，抓好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是说，
要紧跟时代发展、紧贴强军实践、紧
扣官兵脉搏，不断赋予红色基因新
的时代内涵、新的表达形式、新的灌

输方式，切实找到认知“共鸣点”、认
同“契合点”、认定“嵌入点”。惟如
此，红色基因才能历久弥新、扎根心
田，永葆生机。

当下正值军队改革转型深水攻
坚的关键时刻，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必须把锻造听党指挥、维
护核心的忠诚品质突出出来，把培
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突出出来，把强化献身强军事业、勇
于担当作为的价值追求突出出来，
教育引导官兵从光荣传统中汲取营
养、激发力量，自觉当红色传人，响
应习主席的号召，让红色基因一代
代传承下去。 （来源：人民日报）

让红色基因扎根心田
祝运璇

18 岁的遂昌男生郑烨，刚
刚考中浙江大学，没想到在不
久前检查时发现得了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100 万元的治疗
费用像座山一样压得这个贫困
的单亲家庭喘不过气来。随
后，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事情
向好的方面发展。

父亲生前的工作单位遂昌
县税务局干部职工为郑烨募捐
了 40701 元。父亲以前的同事
在网上发动捐款。短短3个小
时，网友们就募集了80万元，满
屏都是“支持”“加油”。郑烨准
备就读的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副院长应颂敏教授和他的同事
们，也去医院看望了郑烨。浙
大本科生招生处处长王东表
示，学校和学院会根据医生的
建议和本人意愿，为他量身定
做课程计划。

除了病魔本身，一切都显
得那么美好，医药费的问题迎
刃而解，甚至已经在考虑郑烨
术后的学习问题。大家之所以
踊跃捐款，是因为爱心。这几
年，医保政策虽然逐步在完善，
一些重大疾病被纳入医保的保

障范围，一些高价药稀有药也
被纳入医保的报销目录，但因
为总额非常高，个人承担的部
分仍然超过很多家庭的承受
力。爱心捐款已经被证明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民间自助
的方式为社会公平问题补上了
一块短板。某种程度上说，帮
郑烨其实就是在帮自己，每个
人都能从这种模式中获益。大
家都需要珍惜这样一种慈善模
式，在别人危难之时伸出援手。

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郑
烨身上的那股子精神感动了大
家。这个孩子身上有着我们这
个社会一直倡导的那些优秀品
质，他更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
熟和睿智。郑烨知道自己家境
不好，所以，他努力学习，用优
异的成绩点燃他和母亲的人生
希望；郑烨也知道自己的家庭
情况不允许他对生活有更多的
追求，于是他准备开个培训班，
帮高二的学弟学妹补课，收来
的学费补贴家用，支持自己一
个小小的出去旅游的计划。

他也许是物质上的贫者，
却是精神上的富人。郑烨用自

己的坚持打破了寒门难出贵子
的所谓魔咒。无论在课堂上，
还是在校外，在主课还是在副
课，郑烨都体现出了一个拼搏
的年轻人的风采。对于这样的
学子，社会没有理由不帮，对于
这样的家庭，社会应该心存感
谢，感谢他们为社会提供了这
么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现在很多人都对教育问题
颇有诟病，大家所反映的留守
儿童问题，农村孩子难以上重
点大学的问题，以及寒门难出
贵子的问题，并不都是无的放
矢，需要社会通过改革的方式
解决完善。但一定不能忘记教
育本身的意义。高考作为中国
的社会选拔方式，仍然在发挥
着关键性的作用，郑烨能考上
浙江大学，被声名在外的竺可
桢学院录取，证明的就是这一
点。人间正道是沧桑，在我们
这个时代，拼搏仍然是时代底
色，个人奋斗仍然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讲个人奋斗任何时候
都不过时，所以，千万不要在抱
怨中迷失方向。

（来源：钱江晚报）

激励人心的，除了爱还有励志
高 路

搬砖小伙在工地收到北大录取
通知书——这故事微博点赞量早超
10万、话题阅读量也远超500万。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者海镇五
里牌村的崔庆涛，接到邮政快递员
电话的时候，正和父母在箐口塘水
库旁边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拌砂浆。
高考结束以后，崔庆涛就跟着父母
在家附近的建筑工地上到处打工。
7月22日，他们一家4口到离家四五
公里外的箐口塘打工，为一户人家
新建的房屋做装修。就在堆着建筑
材料的工地上，一家子把红色的大
信封拆开，拿出了盼望已久的北大
录取通知书。

高考后不是在家打王者或者游
山玩水，而是选择跟父母在烈日下拼
在工地——这微笑的面庞里透出的
不仅是青春之力、勤劳之力，更是孝
善之力、精神之力。一个靠工地打工
为生的大山里的家庭，抚养着两个孩
子，还把小伙子培养成669分高考成
绩的未来栋梁之材，其背后的艰辛与
不易、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
叫人尤为动容、深受教育。

很多人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
在读过这则新闻后热泪盈眶。细究
起来，崔庆涛感动我们的，大概就是
三种取向：一是中华民族“耕读传

家”的人生旨趣。这与生活教育一
脉相承：既学做人，又学谋生——耕
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
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
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但问题
是，现在的学生，不少成了只会读书
的学生，别说去工地搬砖，连炒菜做
饭等基本谋生技能，都要靠列入考
试项目才能促其养成。从这个意义
上说，不仅书读得好、活也干得好的
小伙子崔庆涛，起码彰显了千百年
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二是中国青年奋发自强的青春
光芒。当很多孩子在价码不菲的补
习班、素质班里游走的时候，当不少
高中毕业生在空调房“大考大放松”
的时候，当一些社会舆论在强化“寒
门难出贵子”的时候，工地上的崔庆
涛大概就是耳光响亮的反思。习近
平总书记说：“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
年，为他们实现人生出彩搭建舞
台。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

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
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
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
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新时代是奋
斗者的时代，更是中国青年的新时
代。对于学业与家庭，对于社会与
青春，有怎样的姿势，才有怎样的未
来。崔庆涛的乐观与拼劲，是新时
代中国青年的样子，自带追光、闪耀
全场。

三是中国人民奋斗得福的美好
生活。不抱怨、不消沉，逆境里也有
梦想、贫苦中也有希望，没有空泛的
大道理，只有拼搏的小日子。父亲
崔茂荣是这样给儿子打气的，“学校
可以贷款，我也能吃苦，现在国家政
策好，等你们几个读出来，我们家的
好日子就来了。”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坐享难成，奋斗得福。“中国人
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
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没有
一家四口的含辛茹苦，就没有崔庆

涛的北大之梦；没有崔庆涛的吃苦
耐劳，也不会有人生逆袭的精彩时
刻。“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没有那么
多想象中的所谓的“阶层固化”，当
社会有序流动的大门为每个人而敞
开之时，奋斗成就精彩的价值取向，
便会成为推动社会筑梦逐梦的坚毅
力量。

乡村振兴也好、核心技术也罢，
向着更高更好的目标奔走，无论是
击楫中流、抑或是逆水行舟，总要靠
着一股拼劲、一种信念。崔庆涛及
其家人身上有着中国故事的精彩华
章，工地上的北大通知书散发着暖
心的震撼力量。从走出大山到建设
大山，全社会给“崔庆涛们”更多关
爱与空间，年轻人的舞台会更加绚
烂，中国梦的征程会更加宽广。

（来源：中青网）

工地上的北大通知书散发暖心之光
邓海建

一个装满免费冷饮、无人看管的
冰柜，放在近 40℃高温的闹市街头，
会有怎样的结果？近日，杭州、上海、
合肥等地市民用行动和爱心，为环卫
工人、交警、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户外
工作者准备的冷饮，不仅没有“意外流
失”，反而增多了一些清凉祛暑的好东
西，“凉”了暑气，暖了人心。

从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到最美司机、
最美“妈妈”，再到眼前的爱心冰柜，城市
从来都不是冰冷的高楼大厦和淡漠的人
心，只是缺少一些发现暖心细节的眼睛。
冰柜里的冷饮，承载了公众对酷暑中户外
工作者的感恩之心，子女对父母的孝心，
长辈对晚辈的关心，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心，这些爱心正在人与人之间传递。

不少网民说到，当看到老爷爷换
了一个大苹果的“小动作”、篮球少年
默默在冰柜里放入“买水钱”、小男孩
感谢叔叔阿姨关心快递员爸爸时，都
不禁泪目，触及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当人们内
心的健康力量受到鼓舞与激荡，社会
氛围中会加倍焕发出人性的温暖与光
辉。平凡的工作岗位也能给大家带来
感动：大雨中撑伞搀扶老人过马路而
全身湿透的交警，深夜给客人买药满
城找了十公里的外卖小哥……虽是陌
生的城市，却总有温暖的陌生人为你
遮风挡雨，这种感觉真好。

酷暑中大汗淋漓的环卫工人、挥汗
如雨的交警、马不停蹄的快递员、皮肤黝
黑的外卖小哥……他们的坚守是城市生
活的基本保障，他们的付出是百姓便利的
坚实支撑，也成为城市中一道新的风景。

一个善举也许渺小，但若人人行
动起来，让爱心传递、感动长存，我们
就能共创一个善意融融、大爱洋溢的
美好世界。

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快由增产
向提质转变，让产品绿起来，生产
强起来，品牌亮起来。

同样种桃，今年一些地方滞
销，五六毛钱一斤都没人要；而在
浙江奉化，水蜜桃论个卖，一只10
多元还供不应求。市场一冷一热，
差距在哪？相比一些产区，奉化更
看中品牌，多年标准化生产，“奉化
水蜜桃”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皮
薄汁多，好吃放心，赢得了消费者
青睐。

小小桃子折射的是农产品供
求变化。如今，人们不仅要吃饱、
吃好，更要吃得健康，吃出个性。

“菜篮子”需求升级了，“菜园子”生
产在一些地方却往往跟不上。整
体看，虽然农产品品种丰富，但多
而不优，阶段性供过于求与供给不
足并存。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多数农产品
价格呈持续下跌走势，部分水果低
价滞销，但优质产品却一直价格稳
定。

“市场缺什么，农民种什么”，
道理谁都明白，但现实中同市场对
接不够紧密的事还是不少。前些
年大蒜价格高，一些地方大干快
上，一调整就是十几万亩，盲目跟
风一哄而上，结果是市场过剩，价
格猛跌。从实践看，靠钱砸不出优
势产业，越是追求短平快、贪大求
全，往往越容易集聚市场风险，如
果做不出特色、品质，风光过后，

“菜贱伤农”现象令人痛心。
当前，农业发展环境发生深刻

变化，成本上升、价格下压，资源趋
紧。新形势下，深化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不是简单地多种什么、
少种什么。一场全方位变革，要注
重体制机制改革，练好农业内功，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加快由增产向提质
转变。

种什么？让产品绿起来，加快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全国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超过300万个，规模经

营比重达40%以上，它们在市场上
摸爬滚打，是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有关部门要转变思路，多放手，少
干预，强化制度性供给，激活“人、
地、钱”要素，发挥市场导向作用，
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拓
展高端供给，使农业供求关系在更
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怎么种？让生产强起来，提升
规模化、标准化水平。优质农产品
是“产”出来的。要标准先行，加大
绿色标准体系建设，制定技术规
范。要注重把普通农户组织起来，
鼓励新型经营主体通过保底分红、
股份合作、利润返还等形式，带动
农民分享农业产业增值收益，提高
小农户标准化生产的覆盖面。优
质农产品也是“管”出来的。农业
生产主体多、链条长，要围绕薄弱
环节、重点领域出重拳，构建农产
品质量追溯和合格证制度，实现源
头可追溯、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
究，扎紧扎牢制度篱笆，提振消费
信心。

如何卖？让品牌亮起来，好产
品卖出好价钱。要与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相结合，打造区域公用品
牌；要与安全绿色相结合，打造产
品品牌；要与原料基地相结合，打
造企业品牌。要将农业品牌贯穿
农业供给体系全过程，覆盖农业全
产业链全价值链，让品牌成为农业
竞争力的核心标志，确保品牌“含
金量”。

应当看到，农业调结构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不可能一调到位、一
劳永逸。农业也是慢热型产业，培
育一个成熟品牌，要三五年、十多
年，甚至更长时间，靠政府部门揠
苗助长不行，必须尊重农业发展规
律和市场规律，扎扎实实、持之以
恒一步一步走。“菜园子”紧跟“菜
篮子”，小生产顺畅对接大市场，农
业才能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更多
农民才有赚头、有奔头。

（来源：人民日报）

“菜园子”要跟上“菜篮子”
赵永平

旅游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
业。旅游景区作为整个产业的重要环节
之一，一方面得益于游客不断增长，而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在全域
旅游的背景下，也不断面临着如何提升游
客体验、拓展新的盈利点等压力。未来，
旅游景区的新增盈利点在哪里？笔者认
为，景区产品供给要品质化，不断提升文
化内涵和科技水平，把文创产品打造成景
区盈利点。

文创产品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
能和天赋，借助于现代科技手段对文化资
源、文化用品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
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而生产出的高附加值
产品。景区文创产品挖掘属地区域的文
化，带着地域历史与文化的因素，把景区
特色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游客面前。

旅游产业包罗万象，文创与旅游业的
融合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内容。目前，境内
旅游购物收入仅占旅游总收入25%左右，
国外旅游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占到 40%
到70%。

近年来，一些景区充斥着品质不高、
同质化严重的旅游纪念品，无法体现出景
区的文化内涵、民俗风情及深层价值。这
样的旅游纪念品已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
市场呼唤有内涵的文创产品脱颖而出。
2017 年，北京故宫接待了 1670 万人次的
游客，文创销售额达10亿元。由此可见，
文创产品收入已成为不可小觑的一部
分。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
由此延伸出的文化创意产品以文化内涵
为设计灵感，突破对文化表层的简单复
制，启发人们发现产品背后的历史、人文、
风俗等基因。

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传播，还可以让
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以物质形态真正地
融入现代人日常生活当中，将对“非遗”的
保护和传承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文
创产品不但越来越受到游客们的欢迎，同
时更能促进景区“高频消费”。

目前，文创产品的收入越来越高，已
成为景区重要的盈利点，而未来景区也将
更加依赖这样的文创产品，二者相辅相
成，形成反哺的良性循环。那么，什么样
的文创产品更适应时代要求？景区应该
如何打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产品呢？

首先，特色 IP 是形成品牌形象的重
要元素，更是打造优质文创产品的灵感源
泉与内容基础。其次，人性化的产品设计
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创产品的人性化，
与游客真情实感的互动将丰富文创产品的内涵，让文创产品更接地气。
第三，细节将为产品增加“砝码”，别出心裁的细节设计将增加产品附加
值。第四，具科技感的智慧化产品更符合年轻消费者的要求。

综上，笔者建议，政府对文创产业应更加重视并予以推动，依托景区
大力发展文创产业，将挖掘出景区更多的价值，形成文创产业的聚集地，
使景区和文创产业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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