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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37岁的上海市公安局杨
浦分局女法医吴瑕，因在一部上海
警察纪录片中出镜而意外走红网
络。在一些网友看来，吴瑕的经历
颇具浪漫主义色彩。而在笔者看
来，她身上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心
有所想，行有所往；目标坚定，孜
孜以求。为梦想而不懈奋斗，谁都
了不起。

不付出努力，又如何接近梦
想？回望吴瑕的经历：怀抱少年时
的憧憬，她成为四川大学法医系的
学生，5 年专业学习丰富了大脑；
秉持务实态度，毕业时她选择了先
就业再择业，报考了上海公安高等
专科学校，经过 2 年严苛的体能训
练和职前培训，成为一名派出所的
基层民警；3 年烦琐的基层工作，
她用“五带头”共产党员、年度个
人嘉奖等荣誉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与
踏实……在这段时间里，她从未放
弃成为一名法医的梦想，闲下来，
翻学生时代的书籍，复习法医知
识；无论是入职特长还是单位开展
职业调研，她填写的都是法医。“一
点点努力靠近”，吴瑕终于成为一名
真正的法医。此前 5 年的工作经
历，奠定了人生重要的积累，成就
了个人的职业理想。

不经历磨砺的人生，怎会活出
精彩？吴瑕第一次到勘查现场就是
抱尸体，此后，搬着尸体上上下下

是家常便饭；勘查高度腐坏的现场
最考验人的意志，受过几次冲击
后，再恶劣的现场她也能镇定自
若；法医必须 24小时待命，她做到
了年均勘验各类现场 50余个，累计
参与侦破案件 500 余起，并且现在
仍然活跃在勘查一线。当人们感叹
法医工作需要承受的艰辛，她这样
回答：“如果我选了一条路，哪怕摸
到黑也要走。”

不反复锤炼，何来奋斗不息的
信念？需要吴瑕到现场的，都是

“非正常死亡”事件，在真正的现场
她从来没有发怵过、退缩过，但是
死亡的真相、死者的苦难、生者的
悲伤，总是沉重的。她用“遗忘”
把自己从复杂情绪中抽离，保持冷
静和理性；她签订了遗体捐赠协
议，实现了一个“小愿望”；她一如
既往地和同事们侦查案件，为的是
岁月静好，生活中少些再少些残
酷。她让普通的生活变得不普通，
保持默默前行的姿态，积蓄坚守信
念的力量。

“凡心所向，素履以往；生如
逆旅，一苇以航。”不必自怨自艾，
也不必艳羡他人，只需像吴瑕一样
脚踏实地不懈努力，收获也许就在
明天。始于热爱，成于坚持。无论
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坚持，可以让每个人
都熠熠生辉。

始于热爱 成于坚持
李 颖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秋季学
期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
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
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
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为
大公、守大义、求大我，充分反映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
求，彰显了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
大人民谋利益的政治本色。

正心怀德为大公。《礼记·礼
运》 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立
党为公庄严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
做到大公无私。百年风雨兼程，正
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公而忘私、倾
心奉献，使党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战斗力，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

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在公与私之间如何取舍，照见

共产党人的信仰。毛泽东同志为自
己定下三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
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
亲，但不以公济私。邓小平同志
说，既然当了共产党人，“就不能够
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
有别的选择”。坚持大公无私，老一
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
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为公还是为
私，是衡量党性强弱的一把尺子。

“为大公”要求党员干部坚持党的原
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
第一，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
严格自律，不为私欲所动、不为私
情所困、不为私利所惑，充满“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培
养“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的
归属感，胸怀“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的使命感，永远做人民公仆、
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明道崇德守大义。义者，宜
也，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生生不
息的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历来
讲忠诚、重节操、尚大义，把民族

尊严、革命气节、人民利益、公平
正义等作为坚守的大义，贯穿于中
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全过程。

“守大义”要求党员干部摆脱
利的困扰，如果义利观发生扭曲，
厘不清义与利界限、摆不正义与利
位置，见利忘义，忘本负义，唯利
是图，就会背离党的根本宗旨，偏
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就容易滋生不正之风。对此，
党员干部必须怀有警醒之心、审察
之力。

1943 年，毛泽东同志在 《中共
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中指
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
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
民求福利。”“守大义”就要树立正确
义利观，做到捍卫民族尊严彰显忠诚
正义，保持革命气节敢于舍生取
义，维护人民利益永远有情有义，
坚守廉洁自律始终淡利重义，努力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
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心怀穹宇求大我。“求大我”是
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和价值追求
的生动反映。党章中明确规定：“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
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焦裕禄带领
兰考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谷文
昌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
我埋掉”，孔繁森“把自己一颗火热
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张富清“哪
里有困难，哪里条件艰苦，我就去
哪里”……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
兴业路到复兴路，无数共产党人谨
守为民宗旨，以“忘我”付出实现
了“大我”追求，创造了彪炳史册
的功勋。

共产党人追求“大我”，就要树
立正确政绩观，牢记“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的铮铮誓言，心怀国之
大者，识大体、顾大局，舍小家、
为大家，以崇高的追求超越“小
我”，做一个“大写”的人。

把“大我”的责任和使命落到
实处，党员干部就要常怀强党之
志、报国之责、为民之心，把使命
扛在肩上，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
一棒接着一棒跑，一张蓝图绘到
底。要自觉站到改革攻坚最前沿，
乡村振兴第一线，努力创造无愧于
历史和人民的时代业绩。

共产党人追求“大我”，就要牢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铮铮誓言，做一个“大写”的人

为大公 守大义 求大我

“一老一小”照护问题，关乎百姓忧乐、万家灯火。
鹰潭市余江区邓埠镇四青社区 71岁的独居老人王九

仂，前几年因摔跤导致骨折后只能依靠轮椅行动。从今年
6月开始，余江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对121户经济困难家
庭老人启动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和适老化改造试点。王九仂
是受益老人之一，社区免费为她安装了坐便器、卫生间扶
手、床沿扶手、感应器、呼叫器、感应灯等，生活上方便
多了。“感谢养老服务中心，感谢党的好政策。”王九仂对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为她做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

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尺，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我省各地各部门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
用情为群众办实事：鹰潭市陆续打造、完善 447个互助养
老中心和164个“儿童之家”，惠及上万名老人、儿童；乐
平市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实现“家里办”“掌上
办”，企业和群众办事越来越便利；瑞昌市以“医保惠
民”为目标，让“群众看病少花钱、报销少跑路”，医保
政策惠及最偏远乡村……一个个民生举措出台，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办一件实事，就暖一片人心，凝聚一分力量。实践表
明，只有立足工作实际和主责主业，对接群众期盼，深入
学、扎实干，才能取得党员干部受洗礼、有提升，广大群
众受教育、得实惠的良好效果。为民服务没有休止符。古
语有云，“致广大而尽精微”。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致广大”、担当
任事上“尽精微”，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

要围绕一个“民”字。百年党史，初心在民。党的百
年历史，就是共产党人真抓实干、务实为民的历史。早在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
工作方法”。凡群众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至分田造
屋、架桥铺路、小孩读书，小至油盐柴米、生老病死，苏
维埃政府无不想方设法解决。苏区干部正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才赢
得了苏区群众发自内心的称赞：“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
了。”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党员干部要在回望百年党史
中进一步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对党和人民
的热爱落实在行动上，为群众办实事，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不断回答好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永恒课题。
要突出一个“实”字。能不能切实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检验着党史学习的成效。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要坚持以百姓之心
为心，从“园位、床位、车位”等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入手，积极主动
为群众排忧解难。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要突出问题导向，在着力破解“硬
骨头”问题上下功夫，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断充实完善重点民生项目清
单，回应“槽点”、纾解“痛点”、打通“堵点”，进一步提升为群众办实事的
质量水平，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实践活动效果。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衡量工作的标准可以有
很多条，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看群众满意与否。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到点
点滴滴、把“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到一言一行，我们就一定能创造更加美好
的生活，让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更充实、更可持续，交出群众满意的答卷。

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到点点滴滴、
把“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到一言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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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厚明

治理体检代检乱象须打“组合拳”

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
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据

《工人日报》报道，一些组织体
检代检的机构长期存在，从办假
证到找“枪手”，为不同类型的
求职者提供“一条龙”服务。
代检屡禁不止的背后，是用人
单位对于部分求职者的就业歧
视，尤其是乙肝患者。

体检代检，不仅是弄虚作
假，还涉嫌违法。对体检机构
而言，必须加强身份核验，让

“枪手”代检无路。堵上体检环
节漏洞，核实体检者身份，有
的机构在体检表的个人照片处
盖上骑缝章，有的给体检者系
上 带 有 名 字 的 腕 带 以 核 对 身
份，都是值得借鉴的做法。当

前，也有机构正逐步推行人脸
识别、指纹识别等生物识别技
术，以确保每个体检者信息真
实有效。网络平台也不能坐视

“ 代 检 ” 群 聊 和 帖 子 公 然 揽
客，发现这类情况要及时删除
并上报。

遏止体检代检，关键还在
于消除就业歧视。有关部门应
规范用人单位的入职体检，制
定合规且人性化、关注到特殊
群体的体检规则，坚决清除就
业歧视体检项目，维护公平的
就 业 市 场 秩 序 。 如 此 多 措 并
举、施以“组合拳”，多方共同
发力，才能使体检代检乱象得
到有效治理。

（朱慧卿/图 付 彪/文）

在长假中感受家国情
郑 颖

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是我们的幸运，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更是我们的光荣

一城繁花、芬芳四溢，高高挂
起的国旗、中国结，搭建好的大型
花篮，周围的一切无不向人们传递
着一个信息：“十一”长假来了。对
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国庆是悠长
假期，更是重要节日，我们有必要
赋予这个节日更坚实的人文内核，
在共和国生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用心去感受家国情长。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
行的地点不妨选在附近的新农村。
你会惊喜地发现，低矮的土坯房不

见了，换成了错落有致的小楼房；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乡间
小路，换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马
路；甚至连臭烘烘的旱厕，都变成
了干净整洁的卫生间……一步一
景，入目皆画。这几年，从打赢脱
贫攻坚战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
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
社会。全面小康社会不仅在社会发
展的宏大叙事下，在统计部门的权
威数据里，更在我们的亲身感受
中。吃、穿、住、行、医疗、文
化、教育等等，只要你用心去感
受，就会发现全面小康已经浸润到
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由此积
淀出的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和归属
感，激发出的新时代公民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将会得到大大提升。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受疫情影响，这个长假注定有很多

人要留在当地，不能回家和亲人团
聚，还有很多人要坚守岗位，辛勤
付出。这些看似普通的行为，其实
蕴含着平安与团圆、理性与情感以
及“小家”与“大家”的艰难抉
择，其背后展现的是国人对疫情防
控的支持，以及这一特殊时期的家国
情怀。目前，国外新冠肺炎疫情仍在
持续蔓延，国内本土疫情时有发生，
国庆假期人流物流频繁，聚集性活动
增多，疫情防控压力势必加大。我们
每一个人都事关疫情防控的大局，不
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应自觉遵从常态
化疫情防控要求，继续保持社交距
离，从出门戴口罩、错峰出行、刷健
康码做起，不随意“放飞自我”，一
起过一个健康、安全的长假。

快乐的假期，难免会聚餐、要
消费，这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内
容，但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今天，物质日渐丰盈、生活水平大

大提高，但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传家
宝，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中国是
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人人躬行节
俭，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那将是
多么巨大的财富；相反，浪费起
来，又将是多么巨大的损失。“一粥
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如今，当生命健康
受到威胁、环境问题变成危机时，
节俭节约的时代课题给我们带来的
不只是个人道德的追求，更是新时
代的一种家国情怀，以及紧迫的国
民行动和公民责任担当。所以，从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把节俭新风
写在长假里。

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是
我们的幸运，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
国家更是我们的光荣。国庆即将如约
而至，让我们在欢聚中感受时代巨
变，在幸福中体味国家强大，由衷地
说一句：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坚持，可以让每个人都熠熠生辉

帮助老年人正确“触网”

张培胜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
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亿，人口
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与之相伴
的，是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加速渗
透，越来越多老年人“触网”后深
陷其中，成为“银发低头族”。

“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摸向枕边
的手机”“不玩手机比少吃顿饭还难
受”“经常等黑灯再躲被窝里刷视
频、看小说”“每天在App上打卡领
金币、兑换小礼品”……的确，现
如今，过度依赖互联网，刷手机昼
夜颠倒、“茶饭不思”，已经成了不
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状态。

老年人沉迷网络，一方面带来
身体机能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
互联网的精准算法推送让老年人在
庞大的网络世界里日趋封闭、孤
僻。而伪科学、极端思潮、网络金
融诈骗乘虚而入，更是无情收割

“银发族”的经济利益等。这些都不
是小事，当务之急是多方合力，引
导老年人合理使用互联网。

首先，各类平台进行适老化改
造的同时，应该考虑特殊人群的手
机操作习惯，从而更加理性、安
全、规范地使用互联网。手机App应
有老人网络防沉迷机制，如针对老
年人设置观看提示和关闭功能，提
示其甄别虚假信息，合理引导其注
重身心健康等。其次，加快老年活
动设施建设，如举办老年大学、丰
富社区老年类文体活动……只有尽
可能为老年人社交、健身和学习创
造条件，才能让他们有动力放下手
机、走出家门。再次，有关部门、
机构应专门针对老年人展开智能手
机使用的科学辅导，扩大活动面，
引导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更好地发挥
作用。

研究发现，老年人沉迷网络背
后的重要原因是孤独与空虚。因
此，家庭和子女层面，要更好地关
心老年人，从生活、心理等方面让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乐趣，过得
更加充实，减少对互联网的依赖。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人们对健康的饮食生活和身材
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低热
量、易饱腹、高纤维等特征的代餐
食品受到部分消费者的欢迎。不少
企业看到代餐食品商机，纷纷投入
代餐食品生产、销售。一组数据显
示，去年我国代餐食品的市场规模
超过 470亿元，预计今年将达到 920
亿元，明年将增至1300亿元。

不过，与这种市场火热趋势不
相匹配的，是鱼龙混杂的市场乱
象。比如，西式糕点、饼干、鸡胸
肉等，既没有控制产品总热量，也
不能提供多种营养，却搭上代餐食
品的快车。又如，一些代餐食品不
使用蔗糖，而是使用三氯蔗糖，而
三氯蔗糖属于人工代糖，到目前为
止，科学界尚未对代糖的健康风险
达成共识。再如，有的代餐食品连
热量表等基本信息都没有，存在食

品安全风险。
出现上述种种乱象，原因之一就

是目前代餐食品缺乏国家标准，也
尚无代餐食品这一产品分类。为
此，一方面，有关部门要加快代餐
食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
以标准引导、约束和规范代餐食品
生产加工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代
餐食品加工企业要根据产品情况明
确标注各营养成分、含量等，避免
后续供应链环节被更改信息。

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代餐食品市
场专项检查，比如检查营养成分标注
是否明确、是否存在虚标营养成分，
并通过定量检测仪器测量每种营养
素的含量等，对有关商家违反食品
安全行为及时查处。加强网络销售
平台监管，建立完善代餐食品监管
相关制度，推动代餐食品监管有
序。消费者也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
念，理性购买代餐食品，科学减肥。

张国栋

对代餐食品监管要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