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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新年了，一
年时间快走完了，此时此刻，你还
记得年初定下的小目标吗？完成了
多少呢？相信很多人在这极不平凡
的一年中，完成了既定目标，解锁
了某项新技能，实现了人生的新突
破。但不可否认，还有一些人就这
样在不知不觉中走完了一年，离当
初的目标相去甚远。究其原因，“工
作太忙，家事太多，实在是没时
间”成了很多人的理由。那么，“没
时间”真的是阻碍我们追逐目标、
实现梦想的理由吗？

有位朋友曾抱怨，自己既要照
顾孩子，又要完成工作，每天跟打
仗似地疲于奔命，哪还有什么个人
时间，年初的小目标早就飞到九霄
云外了。而她有一天忽然发现，自
己的同事、一个二胎妈妈不仅把两
个孩子照顾妥当、工作完成得井井
有条，还有时间健身、养花、旅

行、学英语，生活丰富多彩。进一
步深聊才发现，她的座右铭是“敏
行 而 时 丰 ”。 可 不 是 ， 同 样 的时
间，人家行动力强，收获的自然也
多了。

时间是最公平的，每个人每天
都是 24 小时，不会多一秒，也不会
少一分。但时间也是有偏向的，行
动力强的人会得到时间的馈赠和奖
赏，而行动力弱的人只能在感叹时
间的流逝中留下遗憾。所谓“敏行
而时丰”，并不是说行动力强的人就
能额外多一些时间，而是说把点滴
时间高效地运用在有价值的地方，
让自己更加充实。当你犹豫不前的
时候，有人已经在行动；当你拖拖
拉拉的时候，有人已经在路上；当
你无聊发呆的时候，有人已经在学
习；当你决定放弃的时候，有人依
然在坚持……恒定流动的时间，因
不同人的行动力而被赋予了不同的

意义。
关于目标，对于一些人而言，

与其说是“没时间去实现”，不如说
是“没勇气去改变”。这些人已经习
惯了按部就班，他们是一个个封闭
的循环体，按照既定的规律行进在
自己的轨道上。当初，也许出于完
善自我的目的定下新目标，但这意
味着要打破原来的舒适区，走进一
片未知领域，随着目标完成难度的
增加、偷懒惰性的反复，定目标时
的雄心壮志也就烟消云散了。然
而，现实生活中往往只有改变与坚
持，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要
让自己成为一个实干家而不是空想
家，勇敢地面对改变，当下脚踏实
地走好的每一步，都会成为将来实
现人生飞跃的跳板。

当然，我们所说的行动力强不
是说“白加黑”“五加二”，连正常
的休息都省了。忙不胜忙绝非人生

的必然选择，从容淡定才是更好的
态度。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一种
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必然是劳逸结
合、张弛有度的。我们既需要有与
时间赛跑的行色匆匆，也要有看身
边风景的闲庭信步。行动力强不是
一味地忙，而是把有限的时间投入
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学会通盘考
虑，让时间更有价值。事实上，也
只有善于做时间的主人，才能让自
己有更多主动的选择，最终赢得收
放自如的人生。

莎士比亚说，“抛弃时间的人，
时间也抛弃他”。很多人并不是真的
没时间，只是你的时间花在哪儿，
你的收获就在哪儿。当你下定决心
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就不会让“没
时间”成为借口。时间挤挤总会有
的，合理地利用了时间，每天进步
一点点，你会发觉原来自己离定下
的目标，其实并不遥远。

乐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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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没时间”牵绊脚步
郑 颖

“手机禁入校园”，关键在落实

2021年春节越来越近，“就地过
年”的倡议让人们纷纷取消回乡过年
或异地旅游计划，选择在本地短周
期、近距离、慢节奏地休闲度假，以
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迎新春。

本地游趋热，对各地的旅游、住
宿、餐饮企业是一次发展机会。这也
要求各地旅游市场经营主体和管理部
门进一步增强大局观念，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多一些社会责任意
识，在品质把控、安全和服务上狠下
功夫，尽可能将本地游设计得更具特
色、更加贴心，提升春节期间本地游
的吸引力，使游客获得更好的体验。

让本地游更具吸引力，要做好
“+”文章。一方面，适时实行“景
区+”。本地游范围内的相关景区不
妨彼此联手，实行统一的服务价格、
服务标准、投诉受理，联手推出一系
列更富年味的旅游产品，帮助就地过
年的游客安全、快乐地游玩。当地旅
游公司也可加大本地游套餐的宣传营
销，为游客预订提供更多便利。另一
方 面 ， 积 极 推 出 “ 酒 店 + ”“ 民
宿+”。各地酒店不只要让游客住得
舒心，最好还能围绕“酒店+年夜
饭”“酒店+景点”“酒店+大型游乐

场”等探索，方便游客乐享“吃住
娱”一体化服务；民宿方面，其经营
者除了着力展现住宿上的特色，还可
打造贴春联、挂灯笼、听相声、泡温
泉、手工体验、登山祈福等各种老少
皆宜的游艺项目，或引导游客到周边
乡村体验当地的春节习俗，以更有温
度的旅游住宿服务帮助就地过年的游
客感受春节氛围，有更多的参与感。

让本地游更具吸引力，还需要加
大让利优惠力度。各地政府部门、相
关企业在给民众、员工发放春节红包
时，应适度发放一些本地游优惠券，
这有利于刺激内需，为本地文旅行业
发展创造条件。相关景区也可开展形
式多样的惠民活动，在惠民中吸引游
客，实现互惠互利。各旅游公司、网
上平台则可通过限时秒杀、红包补贴
等，鼓励游客以极具性价比的方式，
探索发掘本地之美。

让本地游更具吸引力，还可借力
线上渠道。据悉，由文化和旅游部非
物质文化遗产司主办，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协办，多家网络平台参与的“文
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
正式启动上线，活动以线上形式记录
各地举办的民俗活动。各地文旅行业
不妨以此为契机，将景区游览与民俗
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以系列短视频、
直播等方式，充分展现当地春节民俗、
历史文化、冬季美景及特色体验，让
就地过年的人们即使足不出户，也能
领略自然风光、感受过年气氛。

周慧虹

在品质把控、安全和服务上狠下功夫，尽可能
将本地游设计得更具特色、更加贴心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
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
须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
校后应将手机由学校统一保管，禁
止带入课堂。“禁令”一出，引发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类似“禁令”并非新
规定。2018年8月，教育部、国家
卫健委等 8部门印发的《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就提
出，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
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
的要进行统一保管。如今，教育部
进一步明确要求，有望从源头遏制

学生使用手机对学校管理和学生发
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校园手机“禁令”虽好，关键
在于落实。学校要通过完善校内公
共电话，有效解决学生和家长之间
的联系问题；要做好与家长的沟
通，引导家长配合学校监督学生合
理上网、健康上网。老师要敢管、
真管、严管，该坚持的原则必须坚
持。身教重于言教。要真正做到严
管善导有机结合，老师不妨从严格
落实“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的
要求做起。总之，严管与厚爱相结
合，多措并举，才能让手机“禁
令”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李 平/文）

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
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在十九届中央纪
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始
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
蚀”、“围猎”的警觉，把严的主基调
长期坚持下去。在2020年度十大反腐
热词中，“‘严’的主基调”也毫无悬
念地登上榜首。党心民心息息相通，
上下一致形成共识，为全面从严治
党、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注入了
强劲动力。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可以
清晰地看到：一部党的发展史就是一
部从严治党的历史。我们党正是在同
各种错误思想、不良风气和消极腐败
现象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从中
央苏区惩处谢步升、左祥云到延安时
期处决黄克功，从抗日战争时期查办
肖玉壁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惩办刘青
山、张子善等，都体现了我们党从严
管党治党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
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大刀阔
斧正风肃纪反腐，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
重隐患，化解了党面临的严重政治风
险，从而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航向奋勇前进。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不
首先把党建设好、建设强，经济社会
发展是搞不好的。“十四五”时期乃至
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
更加复杂的国际形势，面临更加繁重
的攻坚任务，面临更加严峻的风险挑
战。越是这样，就越要把党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
供坚强政治保证，确保“十四五”时
期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要从政治上看。全面从严治党首
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
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同各种消
极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
去，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
决定的，也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
个鲜明特征，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起到了固
本强基的作用。强调“全面从严治党

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政治问题要从政
治上来解决”，目的就在于统一全党思
想、凝聚全党力量，使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坚定政治方向，
保持政治定力，从政治的高度看问
题、作决策、抓工作，以形成维护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引领国家民族走向
繁荣富强的强大合力。

要从要害处抓。腐败是党执政的
最大风险，是影响党与群众关系的最
大祸患。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清
醒看到，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
依然存在，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
发生。腐败和反腐败斗争长期存在，
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反腐败没
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要充分发挥
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以系统
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持续正风肃纪
反腐，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不
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
推进战略目标。要保持惩治腐败高压
态势，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
坚决减存量、有效遏增量，巩固和扩
大“打虎”“拍蝇”“猎狐”成果。要

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努力营造反腐倡廉的
良好氛围。全面从严治党态度不能
变、决心不能减、尺度不能松，才能
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为改革发
展提供扎实的作风保证。

要从制度上严。制度问题更带有
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制度建设上
持续用力，扎细扎密扎牢制度的笼
子，让权力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实
践证明，以治标促进治本，以治本巩
固治标，才能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
间和滋生土壤。目前，各方面的制度
机制越来越完善，关键要抓好制度落
实，始终做到执法执纪必严、违规违
纪必究。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
带头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
意识，积极营造尊崇制度、遵守制
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气氛，真正把制
度优势转化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正
向效能。

一年之计在于春。当下，我们正
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让我们直面问
题迎难而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
向纵深发展，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提升春节本地游吸引力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政治执行力是政
治实践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
行力。这一重要论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
性，要求领导干部善于从政治上谋划、部署、
推动工作，驾驭复杂局面，战胜各种挑战。

为政之要，贵在落实，落实之要，贵在执
行。如果没有不折不扣、说到做到的执行力，
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
中月。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表态多调门高、
行动少落实差，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
章、喊空洞口号；有的对错误言行缺乏政治敏
锐性、政治鉴别力和斗争精神；有的不善于结
合实际抓落实，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工作疲
沓、效率低下……凡此种种，都是政治执行力
不高的表现，与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
治原则背道而驰，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

提高政治执行力，要强化责任意识。有了
主动作为的责任担当，就不会搞变通、讲条
件，搞选择性执行，而是敢于较真碰硬。回首
解放战争的往事，邓小平曾多次称赞刘伯承为
了大局勇挑重担的高风亮节。当时中央决定让
10 万多冀鲁豫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由于“吸
引敌人”的任务充满艰辛，一些同志心存疑
虑。但刘伯承却坚定地说：“釜底抽薪，焉能惧
怕烫手？”正是靠着坚强的党性和维护大局舍我
其谁的自觉担当，保证了党中央战略决策的落实，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
大胜利。“行源于心，力源于志。”今天，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要有“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清醒
认知和政治自觉，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标对表，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
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做到不掉
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

提高政治执行力，要练就真本领。领导干部没有过硬的能力素质，
就没有务实高效的执行力。当前，面对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
要求，无论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还是推进实体经济发展，都要求领导
干部在政治高强的前提下，把自身锻造成全面过硬的“行家里手”。这
就要求领导干部在学思践悟中练就真本事，着力消除“本领恐慌”；创
新方式方法，突破思维定式，摆脱传统经验束缚，用新理念新举措应对
新情况、化解新矛盾；把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敢于正视
问题、善于发现问题，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不断增强工作的主
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千古风流在担当，万里功名须躬行。”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踏平坎坷成
大道”的闯劲抓好落实，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前进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合格答卷。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
要有“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清
醒认知和政治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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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卿 作（新华社发）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
桃换旧符。”随着牛年春节的临
近，渐浓的年味中，弥漫着一种
清新气息。清新的年味，为传统
的节日注入了新时代元素，丰润
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里，年
味还有别样的清新，那是领袖与
人民的水乳交融，那是官兵一致
的同甘共苦，那是以打胜仗回报
乡亲们的特殊年礼。

1944 年春节，毛泽东和中央
领导在延安枣园小礼堂请村里的
乡亲们吃饭，每家每户来一位代
表。桌上摆的软糕、油馍、麻糖
等美食，都是乡亲们自己带过来
的。毛泽东与大家一一握手、敬
酒，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邻居，
不要讲客气，过几天我要到你们
家里去拜年呢。”“只见公仆不见
官”，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里，
我们党的领导人也不忘联系群
众，这就是毛泽东延安过春节传
递出来的强烈信号。

1928 年，朱德率部在莲花县
与战士们过春节。没有丰盛的年
夜饭，没有红包年礼，有的只是
战斗的豪情、融融的暖意。面对
军营不一样的年味，朱德有感而
发，写了这样一副春联：“红军
中，官兵伕衣着薪饷一样；白军
里，将校尉炊食起居不同。”对仗
工整、对比强烈，“红”与“白”
分明，讴歌了人民军队新型的官
兵关系。

1947 年春节前夕，太行山根
据地的群众惦记刘伯承的身体，
特意以贺年的名义给刘伯承送来
了食品和衣物，小高壁村妇救会
还给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写了一
封信，信中说：“我们也像你一样爱
他，可我们不能亲自去照顾他……”
刘伯承将乡亲们送来的年礼全部
分给了战士们，而将信作为珍贵
的年礼，传给战士们看。他说，
为了庆贺新春的到来，我们要以
特有的方式给太行山人民拜年，

就是多打胜仗，用胜利捷报为人
民恭贺新春。

毛泽东的敬酒，朱德的对
联，刘伯承的书信，贯穿其中的
是一种清新之气，让人感受到一
种全新的党群、军民关系；是一
种蓬勃之气，让人感受到一种不
可抑制的生机和力量；是一种廉
洁之气，让人感受到一种洁如
雪、香似梅的特殊年味。正是老
一辈革命家的亲力亲为、率先垂
范，才使我们共产党人的作风，
不同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
作风；才使我们共产党人的形象
清廉如水、和蔼可亲，让人如沐
春风、如登春台。

人间岁岁过新年，最是清新
年味长。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
来，在中央领导的率先垂范下，
各级各部门聚焦作风之弊、行为
之垢，持续下猛药、出重拳，激
发党风政风为之一新：豪华年夜
饭、高档节礼之类的奢侈品，淡
出了人们的视线；走马灯似的相
互走访拜年、请客送礼，被下基
层为困难群众送温暖所取代；公
款请客送礼、违规发放津补贴等
腐败现象更是成为“过街老鼠”，
一露头就被狠打……年节风气之
变，表面上看，是少了公款吃
喝、铺张浪费、无益应酬；往深
里看，却是观念的转变、文化的
重塑、民心的回归，让人感悟到
一种久违的心灵的净化。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清与
浊的博弈，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的较量。现实生活中，仍有
人年关没有过好“廉关”，各种换
了马甲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仍
时有上演。对此，党员干部尤其
是领导干部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用定力守好“廉关”，远铜臭而崇
清新，远铺张而尚俭朴，远低俗
而扬高洁，让人际交往更真挚、
更纯净，如此方能用清廉营造清
新的年味，用行动引领良好的社
会风尚。

何东平

年节风气之变，表面上看，是少了公款吃喝、
铺张浪费、无益应酬；往深里看，却是观念的转
变、文化的重塑、民心的回归

最是清新年味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