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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德名城”建设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吴继峰

������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从根本上
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
力和感召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
国之魂，也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 但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
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把涉及
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
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继承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
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

中华民族始终贯穿着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向上、崇善的精神追求，形
成了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为丰富、更具
民族特色和举世公认的传统美德，素以
“崇尚道德”“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
称于世。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统美德的思想资源优势和价
值观的实践优势，认真汲取和大力弘扬
其精髓，增强文化自信、道德自信和价
值观自信。

“要深入挖掘优秀历史文化资源，
打造‘道德名城、魅力周口’。 ”在市委五
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市委书记张
建慧提出新的要求，作出新的部署。 新
的部署和定位，凝练了周口地域文化特
质和精神标识，既为我市文旅文创融合
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也高度契合了我
们以“道德名城、魅力周口”建设丰润滋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好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需要。
周口作为人类始祖太昊伏羲氏定

都地、老子诞生地，最具代表性和影响
力的文化是伏羲文化和老子文化。 伏羲
画八卦、正姓氏、制嫁娶，以约束社会行
为，推动传统道德的形成。 “八卦”所蕴
含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理念，直接触
发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维方式，启
发了先秦思想家老子对三代各家之道

作出高度的抽象与概括。 德国著名哲学
家尼采说，老子思想“像一个不枯竭的
井泉，深载宝藏”；鲁迅说，不读《道德经》
这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

千百年来，《道德经》 中的哲学智
慧，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它在
现实世界透露出来的思想启示无不显

示中国智慧的深邃广大，是真正能够给
予我们文化自信的经典之作。 古人在取
人名和地名时比较注重对道德价值的

寄托与追求，这种文化在周口有悠久的
历史渊源和深厚的人文积淀。 据不完全
统计， 全市用道德概念命名的乡镇、街
道、地标共计 140 余处，如：西华县的奉
母镇，太康县的高贤乡，鹿邑县的仁让
街、问礼巷，川汇区的德化街、忠信街、
三义街等。 这些星罗棋布的道德地标像
一座座灯塔默默照亮周口的每一个角

落，是周口人崇德向善的最好见证。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

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是著名抗日民族
英雄吉鸿昌在刑场上写下的慷慨就义

诗。 出生于扶沟吕潭的吉鸿昌，被杀害
时年仅 39岁。 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谱
写了一曲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不懈

奋斗、勇于献身的英雄壮歌，忠诚践行
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后人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生在
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糊涂，小事满可
不必计较。 ”这是项城人张伯驹常说的
一句话。 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
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以保存重要文物
不外流为己任，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亦不
改其志，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
物珍品。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
道之行，天下为公”……在周口这片红
色的沃土上，除了吉鸿昌、张伯驹，还有
沈东平、理琪、李子纯、姜鸿起、魏凤楼
等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民族振兴，为了
人民解放，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英勇奋
斗，书写了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 怎
样践行正确的价值观？ 他们用行动为后
人作了表率。

友善，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在
维系社会成员和谐关系中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
方人造就一方文化。 近年来，我市深入
挖掘传统孝善文化， 建设孝善文化载
体，全力营造全民重孝行善氛围，在全
市范围内形成了树孝善、厚孝善、崇孝
善 、聚孝善 、弘孝善 、明孝善的浓厚氛

围。 15 年精心侍候婆婆 、曾连夜往返
700 余里为婆婆借 “救命钱 ”的太康籍
好媳妇许蒙 ，义务照顾捡来的 “兄弟 ”
55 年的好兄长杨献忠 、杨坤等都是我
市孝亲敬老的典范人物 。 2020 年 10
月 20 日 ， 太康籍女兵赵莉莉被评为
第七届全国拥政爱民模范个人 ，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的亲切接
见……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
着友善、践行着友善。

兴中华之大业，需植根中华民族五
千多年历史之深厚源泉； 谋中国之万
事， 需传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道德之
精神基因。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渊源于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 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离不开中华传
统美德最深层的道德支撑。 我们要以
“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建设为新的契
机和新的载体，让这片土地上讲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止至
善的道家文化、红色文化和传统美德，
成为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源泉， 成为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生动力。 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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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事

为进一步深化全市党员干部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与指示精神的认识体会 ，， 推动全
市上下持续学习理解 、、 贯彻落实
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同时 ，，引导人民群众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 ，，即日起 ，，本报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理论 、、 评论作
品。。

一、、征文要求
多方位、、 多角度地阐释和宣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周口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
周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

践和思考。。 稿件要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突出政治性、、思想性、、实践性。。
要保证内容准确、、文风平实，，切忌空
话套话。。稿件字数控制在 11550000 字左
右。。

二、、征文对象
市社科理论工作者、、 党员干部

和有思想见地的热心读者。。
三、、报送方式
文 稿 电 子 版 请 发 送 至

zzkkrrbb11223344@@112266..ccoomm、、zzkkrrbbwwjjff@@112266..
ccoomm，，请注明作者姓名、、所在单位和
联系方式。。此征稿启事长期有效，，欢
迎大家踊跃投稿，，请勿一稿多投。。

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卢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
精神力量。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敢于斗
争”概括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
之一。 新时代新征程上，只有坚持敢于
斗争，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才
能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可以预见和难

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依靠斗争赢得未
来。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

伟大斗争史。 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
磨难挫折中成长， 在攻坚克难中壮大，
始终在斗争中求得生存、 获得发展、赢
得胜利。 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靠的是浴
血奋战、百折不挠的伟大斗争；创造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靠的是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伟大斗争；创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

大成就，靠的是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
伟大斗争；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成就，靠的是自信自强、守正
创新的伟大斗争。 历史告诉我们，党和
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
争取得的。 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无论敌人如
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
我们党总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
牺牲、百折不挠。 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
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
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 这
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熔铸于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

坚持敢于斗争作为党百年奋斗的

历史经验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我们党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
大事业、伟大梦想。 新时代，我们所进行
的伟大斗争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明
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
不切实际的。 ”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
面工作，需要我们发扬斗争精神、提高
斗争本领。 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乃至惊涛骇浪，面对进一步发展绕不开
的坎，我们必须丢掉幻想、敢于斗争，有
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
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从而赢得优
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
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不
怕牺牲、英勇斗争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大力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的必然要求。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就是要敢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和风险

挑战，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正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
进军。 前进道路上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
越复杂，需要我们凝聚起风雨无阻向前
进、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奋进动力，决不
能丢掉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
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 新征程上，广
大党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伟大斗争的

长期性 、复杂性 、艰巨性 ，增强忧患意
识、始终居安思危，赓续党的红色血脉，
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在斗争中经风雨、
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原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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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骑手“日入过万”没什么不可以
朱昌俊

近日， 网传图片显示一名身在上
海的同城骑士 4 月 9 日实际收入
10067.75 元。舆论发酵后，雇主顺丰同
城对此回应称，经后台查询后确认，该
同城骑士共完成 60 笔同城配送订单，
系企业用户下单， 订单佣金计提总额
达 10067.75 元。其中基础佣金 534 元，
各类特殊奖励约 1678 元，用户打赏约
7856 元。 也就是说，该骑手平均每单
不含打赏收入约 36.9 元，平均每单获
得打赏约 131 元。

“日入过万”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事，但当这事发生在快递小哥身上时，
不仅让许多不了解上海情况的人颇感

惊讶， 也引发了一些网民带有攻击性
的质疑。其实，正如很多更有同理心的
网友所说， 在上海市封控防疫的特殊
背景下， 骑手们看似让人难以置信的
“高收入”，一方面有特殊原因，另一方
面也是其合法劳动所得， 不应被戴着
有色眼镜以恶意看待。

首先，这样的收入是市场机制在
特定情况下自发调节的结果 。 据媒
体报道 ，上海封控期间 ，拥有通行证
的骑手数量本来就有限制 ， 而大部
分居民又无法外出 ， 于是购物以及
同城寄件的需求 ， 就只能通过平台
上的骑手们完成。 所以，在需求和供
应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 ， 服务 “价
格 ”自然会上浮 ，这是最基本的经济
常识 。 其次 ，防疫封控阶段 ，依然冒
着风险坚守岗位的骑手也是城市保

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他们在特
殊时刻的社会价值明显放大 ， 因此
获得更多的服务 “溢价 ”，也是社会
公平的体现。

社会对于骑手“日入过万”的惊诧
和质疑， 主要参照了他们平常的收入
标准。 在许多人看来，外卖小哥“月入
过万”就已相当了得，“日入过万”显然
过于夸张。 但在封控防疫的特殊场景

下，正常的市场供需平衡被打破，如果
依旧拿“常态”衡量骑手们的收入，显
然有失公允。

应该看到，这名骑手一天跑了 60
笔订单， 基础佣金也才 534 元，“日入
万元”中的绝大部分，都是靠特殊奖励
和打赏， 赚的都是不折不扣的 “辛苦
钱”。 防疫的特殊情况下，骑手们的生
活并不容易。 有的骑手走到哪里有热
水，就冲碗泡面充饥；有人甚至没有固
定住处，每晚都是四处为家。有多少人
只看到他们偶然出现的 “日入过万”，
而忽视这份收入背后超出想象的不易

和付出？
与此同时， 骑手们的收入结构也

反映出：封控防疫期间，很多人为了满
足生活需求， 不得不支付比以往高得
多的成本。面对特殊时期，相较于关注
个别骑手“日入过万”该不该，更值得
深思的是防控期间如何尽量保障城市

保供体系的正常化运转， 如何最大程
度减少人们正常生活的成本。

疫情防控这几年，快递、外卖小哥
等群体在关键时刻所发挥的作用，相
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几乎每个地方发
生疫情后，总有人把他们称作“最美逆
行者”。 但是，如果社会对骑手们的肯
定与称赞只体现在荣誉和精神层面，
无疑是苍白和空洞的。 不能只在需要
服务时， 才想起骑手们的重要性和价
值， 真正给予这一职业应有的理解和
尊重，或许比例外状况下“日入万元”
更加让他们心安、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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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在上海隔离的河南省虞城县的乡亲们收到了来自
家乡党委书记的短信。 短信中写道：疫情期间，请关照好自己
和家人，如果老家有需要帮忙的请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们会帮
你解决。 如果必须要回家，请提前三天报备，我们会接您到隔
离点，隔离期满后，我们接您回家。 短信最后还附上了微信号
和手机号。 短信截图被发到网络后， 网友纷纷点赞：“字轻情
重，暖心。 ”“点赞，很人性化。 ”

当前，上海疫情仍然在高位运行。 被暂时隔离的除了当地
市民，还有一大批外地务工人员。 以虞城县刘集乡为例，户籍
人口 5.3 万多人，常住人口只有 2 万多，农闲时节一多半的人
都在外打工。 目前正值春耕备耕时节，农时不能误，家里的老
人生了病没人照料，怎么办？ 此时接到家乡干部的短信，无疑
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也让他们感到欣慰、温暖。

在本轮疫情点多、面广、频发的情况下，如何统筹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考校着各地党委、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责
任担当。 虞城县要求全县 25 个乡镇党委书记给在上海、吉林
的每一位老乡打电话，由于在外群众实在太多，最后改成了发
短信，目的就是希望在外的家乡人没有后顾之忧，家里有什么
事，不用着急，他们帮忙。 这种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的
做法值得提倡。

不仅短信暖心，而且服务贴心。 据该县刘集乡党委书记杨保华介绍，接到
短信之后，不少群众向他们反映实际困难。 比如，现在小麦正需要打农药，有
些劳动力在外，家里父母年龄大，无法顾全农活。 这时，村干部就通过组织义
工帮助解决问题。 有一条短信这样写道：“谢谢杨书记的关心，就是我老妈 80
多了，有点不放心。 ”杨保华是这样回的：“有困难请您给我打电话，我会派人
照顾，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们在外实在不易，你们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 ，请您
放心。 ”基层党员干部离群众最近，在群众心目中，他们就代表着党和政府的
形象。 接到这样的短信，老百姓哪能心里不受触动，什么样的工作不能顺利开
展。

疫情防控，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 有的群众担心返乡后，会不会有什么
强制措施。这就需要各地做好充分解释说明，尽可能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周到。虞
城县发短信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解释好当地目前的防疫政策，不让群众产生恐
惧心理。 正如杨保华所说，他现在每天要接 200 多个电话，“大家回复我的信息
都是支持家乡防疫、支持上海防疫。 ”

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大战，也是对党员干部工作作风和素质
能力的考验。 虞城的做法，提供了有益借鉴。

随随 感感

思思 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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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释放专项债效能
吉富星

������为应对新的风险和挑战，中央多次
就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使用作专门部

署。 当前，专项债亟需靠前发力，确保更
多优质项目早发行、早使用、早见效，以
更好发挥其拉动有效投资和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作用。
今年，专项债发行和使用进度显著

快于往年。根据财政部数据，3 月底已发
行新增专项债约 1.25 万亿元，占提前下
达额度的 86%，比去年同期增加 1.23 万
亿元。但目前部分地方的专项债发行和
使用仍面临一些挑战，如存在前期工作
不扎实、拉动投资不及预期等问题。 应
看到， 专项债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
涉及多个环节和多个主体。为更好发挥
专项债的政策效能，一方面要基于项目
全流程持续强化“借、用、管、还”制度，
另一方面要基于多主体协同形成部门

合力， 又快又好发挥专项债的积极作
用。

应适度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优化
额度分配。 我国各地区差异大，部分地
方高质量的专项债项目储备不足，原因
在于专项债适用范围内能实现收益自

平衡的项目较少，或因财力有限、配套
投入不到位而无力开展项目。 对此，财

政部合理扩大了债券使用范围，并不断
优化额度分配。 在保持交通、农林水利、
保障性安居等九大领域投向总体稳定

基础上，扩围了三个领域。 一是惠民生、
解民忧等领域， 如城市管网建设项目；
二是增后劲、上水平项目，如新基建项
目；三是补短板、强弱项项目，如乡村振
兴项目。 此外，综合考虑各地财力、债务
风险、项目成熟度、激励约束等因素，坚
持“举债与偿债能力相匹配”“资金跟着
项目走”等原则，合理分配额度，确保尽
早落地见效。

加强部门协调，做细做实项目前期
工作和施工准备， 确保债券发行和使
用无缝衔接。 专项债发行使用涉及横
向和纵向多级部门，如缺乏有效协调，
会使项目审批、 债券发行不确定性加
大，使用进度不理想。 因此，要加强部
门协调 ，做深 、做细 、做实项目储备和
发行工作。 在强化各部门协作基础上，

用好专业中介机构，结合项目合规性、
成熟度、收益平衡、优先序等因素筛选
项目、编制方案，滚动建设高质量项目
库。 此外，构建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
加快办理项目用地 、规划许可 、环评 、
施工许可等手续， 加快推进市政配套
等工作，为后续加快债券使用、工程建
设奠定坚实基础。

统筹安排国债、地方债发行，加强
财政金融协调。 今年新增政府债券额度
达到 7 万亿元，还要发行较大规模再融
资债券。 为确保如期、有序完成发债任
务，避免各地扎堆发行，应坚持“全国一
盘棋”，统筹好国债、地方债发行节奏，
确保在年内有较充足的时间形成实物

工作量。 各地应抓紧将新增限额对应到
符合条件的项目上， 充分考虑支出需
要、库款水平以及债券市场因素后确定
发债计划。 当然，这也需要中央统筹协
调全国各地发债计划，衔接好国债与地

方债、不同地区地方债的发行。 此外，需
要加强财政、金融协调配合，促进专项
债供求合理均衡、有序发行。

据实采取调用库款、 督查监管、用
途调整等举措， 确保使用进度和实物
工作量。 要进一步压实主管部门和项
目单位责任，抢抓“时间窗口”，多措并
举确保债券支出进度和形成足额实物

工作量。 其中，对预算已安排债券资金
的项目，可先行调动库款开展招标、施
工等工作， 等债券发行后再回补。 同
时，应用好信息化平台、加强穿透式监
测，督促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在保证工
程质量前提下加快进度。 实施进度通
报预警和整改制度， 形成资金使用进
度、 绩效与以后年度额度分配挂钩机
制。

（原载《经济日报》）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毫不动摇
王培刚

������本轮疫情已波及 30 个省市， 呈现
出流行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感染性强、
规模性疫情与散发疫情交织等明显特

征。 目前，上海本轮疫情防控已到了最
吃劲的关键时刻，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才能迅速遏制疫情
蔓延势头，才能尽快打赢本轮疫情阻击
战，才能尽早让人民群众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 才能同时保证人民健康和经济发
展。

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
刻诠释。 疫情防控事关亿万人民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容不得半点闪失。 人
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一切从人民利
益出发，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
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 生命健康权

是最基本的人权， 我们不能不发展，更
不能牺牲人民生命健康谋发展。

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充分体现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严谨
态度。 阻断病毒传播是控制疫情最有效
最直接最实惠的方式，特别是在面对变
异性强、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的新冠
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必须贯彻坚持静态
管理、“动态清零”的要求，坚持尊重科
学、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 对
此，我们的信念要毫不动摇，态度要坚
决果断，行动要精准迅速，保障要充足
充分。 要兼顾高风险地区疫情防控需
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就医需求、社会
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需要。

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考验坚决捍卫疫情防控成果的决心

信心。 “躺平”是失败者的自我美化，一
些奉行“与病毒共存”者，被西方世界的
所谓“大号流感”论调所蒙蔽。 忘了基本
国情、社会资源、人口密度，忘记了生病
和死亡的是生命而不是数字。 我国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与
流动人口基数庞大， 人均医疗资源有
限、城市人口群居且密度较大等综合因
素叠加，一旦选择所谓“共存”“躺平”，
必将造成医疗资源严重挤兑，必将带来
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甚至还会影响
社会大局稳定，后果将难以想象。

“动态清零”不是要追求“零感染”，
而是在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动态大环

境下实现社会层面清零，阻止疫情持续
性传播。 当下，上海的新冠确诊病例仍
处于运行高位，应把核酸样本“采、送、

检 、报 、转 、收 ”各环节联动协同 ，按照
“快 、严 、准 、实 、统 ”要求 ，聚焦关键重
点，压实各方责任，坚定信心、发扬连续
作战的作风，以快制快，把各项防控措
施抓实抓细抓落地， 堵住各种漏洞，毫
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坚决切断疫情
传播。 任何防控措施都会付出代价，但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

第一位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跌宕反

复的世纪疫情，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
化，更需要我们保持定力。 只有完整准
确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秉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动
态清零”总方针毫不动摇，尊重科学，坚
定笃行，才能尽快控制住疫情，才能最
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