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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画中话

中岳观察

据中新社电，近日，“苹果”更新的App Store审核指南规定，在App
内向原创作者的“打赏”，属于“应用内购买”，“苹果”将从中提取30%的分
成。4 图/王铎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眼下正值麦收时节，小麦市场

收购也在陆续展开。而三个多月

前，麦子刚返青，来自全省各地的粮

食购销企业、粮食加工企业就已经

预先下单，将省内 8 个县（市）230 万

亩优质小麦抢购一空。这 8 个县

（市）是我省小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试点县(市)，致力发展优质专用小

麦，小麦质量高，品牌效应好，自然

也就不愁“嫁”。

发展优质小麦是“四优四化”的

内容之一。去年全省“三秋”生产暨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场会上，

省长陈润儿提出了“四优四化”的要

求。今年省委一号文件进一步指

出，2017 年我省农业农村工作，要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发展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

畜、优质林果，促进农业布局区域

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展

产业化”。“四优四化”直面我省农业

生产大而不强、多而不优，农产品阶

段性“供过于求”“供不应求”等现实

问题，坚持把提高质量效益作为主

攻方向，已成为推动全省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全面提

高农业质量效益的“破冰船”。

“四优四化”的提出有鲜明时代

背景。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转型

期，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

供给不足并存，特别一些主要农产

品产量过剩，而质量不足。以粮食

库存为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标准，粮食库存量达到次年消费量

的 17%-18%，即为粮食安全，而国家

粮食局公布的信息，我国粮食库存

消费比“大大高于这一水平”。国内

库存高企的同时，进口粮以其质优

价廉的优势冲击国内市场，这也倒

逼我们改革，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

水平和农产品品质。

品牌是市场竞争最好的“法宝”

和“通行证”。农产品品牌化，一方

面能够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打破

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实现农民增

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省农产品

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提升河南农业的

国际竞争力。因品质、价格差异导致

的“国粮入库外粮入市”现象曾引起

中央决策层高度关注，深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生产就要从

单纯地追求数量到数量、质量和效益

并重，到更加注重品质提升，在质量

效益上“精耕细作”。发展优质小麦、

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果，是河

南立足省情，致力农产品品牌化的主

动作为。品牌塑造非旦夕之功，它需

要以质量安全为基础，还需要科技创

新、信息服务等多方助力，只有农业

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

化、发展产业化，才能将农产品品牌

效益最大化。“四优”与“四化”相辅相

成，不可分割，我们要牢固树立“大

农业、全链条”的发展理念，在发展

“四优”中推进布局区域化、经营规

模化、生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在

推进“四化”中发展“四优”，不断提

高我省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产业

竞争力。

“四优四化”为我省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坚持市场

需求导向，发挥政府引领作用，调整

生产观念，搭建推介平台，建立溯源

体系，加强项目资金和技术人才支

撑，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稳步推进

“四优四化”，河南农业发展就一定能

收获一个又一个硕果。4

“四优四化”，在质量效益上精耕细作
农业生产要从单纯地追

求数量到数量、质量和效益

并重，到更加注重品质提升，

在质量效益上“精耕细作”。

□郭元鹏

离高考出成绩还有近半个月

的时间，这段时间是搜集志愿信息

的好时机。考生应该怎么科学填

报志愿？山西省从事招考工作多

年、有填报志愿经验的杨怀珠老师

给出了一些建议:第一是升学优先

原则，第二是就业优先原则，第三

是兴趣优先原则。（见 6 月 13 日
《太原晚报》）

高考一结束，填报志愿就成了

家庭话题。上什么样的学校，上什

么样的专业？爷爷奶奶在发表看

法，爸爸妈妈在发表看法，总之是

一家人齐上阵。上大学是孩子的

事情，而填报高考志愿，“孩子的志

愿”会不会完全演变成了“家长的

志愿”,甚至是别人的“志愿”呢？

高考一结束，社会上的各类志愿填

报指导班就火爆起来，收费还特别

高，他们能依据考生估测的成绩，

以及招生的冷热点，推算出填报什

么学校，什么专业，被录取的可能

性最大。据称这是一条进入大学

的捷径，不会浪费孩子的分数。

问题是，这样填报志愿，已经

不是孩子的志愿了。因为，填报志

愿考虑的不是孩子喜欢什么，而是

什么学校、什么专业更容易被录

取。为了能够“更容易被录取”，一

些孩子不得不放弃理想、爱好、特

长，为了分数委曲求全。

更需要关注的是，家长在填报

高考志愿中的“参与因素”会不会

变成左右孩子的“决定因素”？家

长喜欢医生就让孩子报考医学专

业，家长喜欢记者就让孩子报考新

闻专业，家长喜欢教师就让孩子报

考教育专业。尤其是有些家长，还

有没有实现的理想，比如从小就梦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的理想

没有实现，就强加在孩子身上，逼

着孩子报考自己理想中的专业，让

孩子帮助自己圆梦，这更像是一场

胁迫。每年填报志愿期间，都会发

生一些家庭战争，有的孩子不想填

报父母选择的专业而闹气，甚至是

离家出走。

逼着孩子报考家长喜欢的专

业，是不理智的。强扭的瓜不甜。

浙江曾有一位将要升职为副局长

的警察，在任命时辞职，人们十分

不解，而他却说：当初这就不是我

的理想，是父母逼着选择的专业，

我要寻找自己的理想。

当填报志愿的原则，首先是升

学优先、就业优先，最后才是理想

的时候，会淹没多少人的爱好和理

想？填报高考志愿，家长切莫越俎

代庖，高考志愿应该是“孩子的志

愿”而不是“家长的志愿”。家长固

然要出谋划策，但只能是辅助。4

近来，对于选拔年轻干部，社会有一些质疑：

年纪太轻是否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与岗位相适

应？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

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实施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针，

优化了干部队伍结构，增强了干部队伍生机活力。

年龄不是获得经验、提高能力的必要条件。

年轻人善于学习总结，也可以获得丰富的经验、较

强的能力。选拔干部重在德才，靠得住，有本事，

就该提拔。当然，回应质疑，就要落实《干部选拔

任用条例》，增加公开性和透明性。4（许谨谦）

选干部看德才

高考志愿不该是“家长的志愿”

罪恶掩盖不了
“此中风景断尘凡，回看翠

壑锁烟岚。刘郎不记来时路，千

树桃花隔水南。”这首诗意境多

么美，境界又是多么超凡脱俗！

作者是谁？严嵩。从古至

今，一些人专意搜寻严嵩的好

处 ，不 只 有 诗 ，还 有 品 德 和 政

绩。他爱家，终生只有一个妻子，子女都照顾得

好。他的政绩也很突出，比如重用胡宗宪，平定倭

寇之乱。由此，一些人，甚至还有当代人，就将“忠

君爱民”的华丽帽子戴到他头上了。

陈寿说：“察其言，观其行，而善恶彰焉。”严嵩

获取权位，杀人不眨眼；得了权位，却并不尽责。

当俺答犯京，在城外屠杀百姓时，严嵩话只一句：

“饥贼耳，不足患。”也有行动，却是推卸责任，找替

罪羊。不作为，只顾贪。从他家抄出的金银宝贝

如山，登记簿是厚厚一本书《天水冰山录》，据说，

财宝总价值折合当下人民币三四亿元。

当然，用胡宗宪平倭乱，是严嵩的政绩。但这

正是他职责所在，分内之事，并不能掩盖其所犯的

罪恶。至于看重夫妻感情，这是他个人的私德。

而作为一个朝廷首辅，要求他的不能只是个人私

德，更重要的是更好履行职责，而不是贪污受贿，

消极怠政。

当然，有人说了，他所做的坏事，都是秉承皇

帝旨意，也是没有办法。事实大致如此。但是，这

也证明他放弃了职责。封建社会，作为内阁首辅，

就有制约皇帝滥行权力的职责。严嵩不但没有尽

职尽责，反而是一味逢迎。

从严嵩的“好处”，看当下一些贪腐案，也是洞

若观火。贪腐官员的漂亮话不过是为贪腐方便而

戴的面具；某些人为贪官叫屈，拿政绩糊弄人就是

模糊了职责，拿私德糊弄人就是模糊了道德与法律

的界限；而动辄以风气为由，说什么“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不过是为贪腐开脱罪责。1（吕志雄）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郑书方 李国文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5月26日上午，河南省
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内，彩旗飘扬，书
声琅琅。戒毒人员生活广场上，以大
队为单位的集中诵读《千字文》活动正
在有序进行。台上，朗读者伴着舒缓
的乐曲，声音抑扬顿挫，饱满有力；台
下，听众端正挺直认真严肃，表情时而
凝重，时而舒展。阵阵掌声，将诵读活
动推向高潮。

在戒毒人员中开展传统文化教
育，是女所近年来教育工作的重点。
《千字文》诵读比赛仅是该所大力推
进精神文明建设系列活动中的一个
侧影。

安全稳定是首要任务，来不得半
点马虎。多年来，女所一直严把“入所
关、外来人员关、探访关、毒品检测
关”，努力营造无毒环境。并牢固树立
以法治所的理念，进一步明确执法标
准、细化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
到执法规范化、管理精细化、行为标准
化“三化”并举，促进了场所秩序规范
有序和安全工作水平的提升。场所实
现了连续14年安全“六无”，连续19年
无毒品流入，连续29年安全生产无事
故的好成绩。

在保证安全稳定的同时，全力做
好教育戒治工作，为社会多培养合格
公民，是戒毒警察的职责所在，也是社
会文明的必然要求。多年来，女所始
终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做到了业务
建设和精神文明互相融合、互相促进、
共同发展。

丰富教育内容
提高综合戒治质量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女所结合戒
毒人员自身特点，分别在5月 20日和
5月25日开展了端午节系列活动。

5月 20日上午，在女所三大队的
生活区活动大厅里，警察和戒毒人员
一起动手包粽子、做香囊。大家围坐
在一张铺满布料、棉絮和中草药的大
桌旁，有的塞棉絮、有的放香草、有的

缝封口，不一会儿，心形、菱形、五角
星、动物造型……摆了一大片；而在
大厅的另一侧，戒毒人员围在一起包
粽子，糯米、红枣、花生、棕叶……简
单的材料，复杂的心情，各式各样的
粽子在她们手中诞生。

5 月 25 日是探访日，当天上午，
家属们看到了戒毒人员几天前为自
己包粽子、做香包的图片和视频。当
戒毒人员将剥好的粽子送到父母手
里的时候，她们的父母都泣不成声。
一粒米、一针线，都饱含着戒毒人员
对亲人的期盼、对家的渴望。

活动结束后，戒毒人员家属对警
察说：“咱们戒毒所真好，每到过节都
会为我们准备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是
戒毒所让我知道了我的女儿这么能
干，会包粽子，还会做香包，这是我原
来想都不敢想的。”还有的家属眼睛
红红地说：“这是我吃到过的最好吃
的粽子，孩子终于长大了、懂事了，感
谢戒毒所！”

女所一直坚持把戒毒人员的教
育戒治作为中心任务,瞄准“最大限
度降低戒毒人员复吸率，最大限度提
高戒断率”这个目标，积极创新教育
载体、丰富教育内容，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诚实守信教育、传统
国学教育、习艺技能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社会认知教育等作为教育的重
点，把法治、爱国、诚信、敬业、友善作
为培养戒毒人员的人生价值追求，矫
正戒毒人员扭曲的心灵，提升戒毒人
员的文化素养。

为实现戒毒人员心理脱毒，女
所积极推行“三体联动”心理咨询工
作模式，适时开展个体心理咨询、团
体心理辅导和心理测量评估活动，
帮助戒毒人员摆脱毒品的心理桎
梏。为实现戒毒人员生理脱戒，女
所一方面加大生活卫生投入，不断
提高戒毒医疗康复水平和生活伙
食标准；另一方面加大康复训练，
组 织 戒 毒 人 员 练 习 五 禽 戏 、八 段
锦、太极功夫扇、瑜伽操、手语操、工
间操等，强身健体，陶冶情操。积极
引进适合女性的习艺劳动项目，培
养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学会一技
之长，为其回归社会就业谋生奠定
扎实的基础。

创新教育载体
促进学员励志戒毒

“家是冬日里的阳光，温暖心尖
上的寒冰；家是深夜里的明灯，照亮
你前行的路程；家是温柔的港湾，遮
挡凛冽的风和雨。一个关系和睦融
洽的家庭关系、一份来自亲人的支持
与关怀，是戒毒人员戒除毒瘾的精神
支撑，也是她们坚定戒毒信念重要的
信心来源……”

2月27日上午，首期戒毒人员“家
属课堂”在女所成功举办。警察李琳
向 60多名戒毒人员家属讲解了戒毒
政策、戒毒人员在所表现等内容，引导
戒毒人员家属积极参与戒毒，提高戒
治质量。

为办好家属课堂，戒毒宣传志愿
服务队专门申请了家属课堂微信公众
号，组建了警察教师专业团队，就法律
法规、心理辅导、所内教育典型个案剖
析、回归教育典型个案回放等内容，为
戒毒人员家属提供了所需的信息，受
到了戒毒人员家属和社会各界的好
评。

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该所在全力开展所内
教育戒治的同时，还以对党的戒毒事
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创新方法，拓
展帮教渠道，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引进
所内实施帮教，引导戒毒人员加速戒
毒进程。

在重大节日期间，该所邀请省妇
联、团市委志愿服务队、企业家爱心团
体等来所开展联谊活动，欢度节日，活
跃戒毒人员身心，促进励志戒毒，早日
回归社会。举办“携手企业，为解戒人
员撑起一片天”专题促进会，与爱心企
业签订用工合同，为戒毒人员回归社
会搭建就业平台。

女所警察在对戒毒人员进行不间
断的驻地回访的同时，还利用微博、博
客、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加强与回归人
员沟通和跟踪帮教，用真心和爱心筑
造温馨心灵港湾，引导和鼓励解戒人
员珍惜来之不易的戒毒成效，彻底脱
离毒品。目前，微博粉丝有2万余人，
博客近 2000人。广大警察职工用爱
心把一个个心灵扭曲、深受毒品危害

的戒毒人员矫治成为学法、懂法、尊
法、守法的公民，为社会文明、和谐、稳
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017年 5月，郑州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文明办主任裴保顺到女所调研
时指出，省女所作为河南省司法行政
戒毒系统最早的全国文明单位，在文
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
宝贵经验。希望今年抓住重创的契
机，将戒毒工作与法治建设、诚信建
设、文明建设有机结合，办出品牌、办
出特色，争当文明单位排头兵。

狠抓队伍建设
培育专家型戒毒警察

优秀成绩的取得和优良作风的养
成，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得益于女所
有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爱岗敬
业、敢打硬仗的警察队伍。

2016年 5月，女所警察朱明明作
为“岗位建功之星”，代表省政法系统
参加河南省直工委和河南省电视台联
合举办的“让青春在决胜小康中闪光”
省直单位青年风采展演活动。

2016年 8月，在省司法厅戒毒局
组织的“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知识
竞赛中，女所代表队勇夺第一名，并光
荣地代表省局参加了全省司法行政系
统知识竞赛。

2016年 9月，女所警察职工分两
批赴南阳淅川南水北调精神教育基地
参观学习。在切身感受淅川人民“顾
全大局、艰苦创业、甘于奉献、大爱报
国”移民精神的同时，女所警察职工文
明出行、严守纪律、刻苦学习的文明行
为和优良作风，受到了基地领导的高
度赞扬和当地百姓的一致好评。

2016年 11月，全所警察职工凝
心聚力，不断挖掘廉政文化内涵，丰富
廉政文化内容，把廉政理念广泛融入
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营造了警察清
正、场所清廉、执法清明的廉政氛围。
省司法厅廉政文化优秀示范点建设验
收小组对女所的廉政文化建设给予了
充分肯定，廉政文化优秀示范点一次
性创建成功。

近年来，女所党委始终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过硬”“三严三
实”的要求，把队伍建设纳入重要日

程，扎实开展“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
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
信念和法制观念教育，坚定不移地执
行党中央对戒毒工作的决策部署，忠
实履行戒毒工作使命。在“两学一
做”专题学习教育中，该所有机地把
专题学习教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结合在一起，通过学习教育使全
体党员忠于党、知敬畏、明底线，强化
文明执法意识，提高文化素养，严守
社会公德。

“提高警察业务素质，大力培育复
合型、专家型戒毒警察，打破制约女所
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瓶颈。”在就职演讲
中，昝世广对女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收治人员构成
的变化，要想把戒毒工作干好，戒毒警
察不仅要具备较强的政治素质，还要
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业务技能，否则
就难以胜任戒毒重任。几年来，女所
坚持以法制教育为重点，突出法律素
质的提高；坚持以岗位练兵活动、警察
培训等专项活动为依托，不失时机强
化素质培训；坚持以学历教育为契机，
积极改造警察的知识结构；坚持每年
对警察实行量化考核，并把考核结果
与奖惩紧密结合，建立健全了选人用
人的激励机制，促进了警察业务素质
的提高。

目前，女所培训面达到了 100%，
92%以上警察达到了大专学历，73%
以上警察达到了本科学历，40%以上
警察取得了第二素质教育合格证，建
立了以教育矫治难管教戒毒人员为主
的警察专管队伍、以常规教育为主的
警察教师队伍、以心理咨询工作为主
的警察心理咨询师队伍、以医疗戒治
为主的医师队伍等四支警察教师队
伍，逐步形成了管理警察、教师警察、
心理咨询警察和医疗康复警察等专家
型人才库，有力地推进了警察专业化
建设。

勇向困难亮剑
“大收戒”行动展担当

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
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敢
于担当、勇于作为也是过硬政法队伍
建设的应有之义、政法警察的基本素

质。
在2015年年底全省开展的“大收

戒”专项行动中，面对严峻的收治压
力，女所党委迎难而上，精心部署，调
整调配行政、生活卫生、医疗医药、康
复劳动等物资与设施，确保各项物资
到位。全员停止休假，恢复两个大队
建制，抽调39名科室女警察和职工补
充到大队，一线警力达到总数的 87%
以上。全体警察站在维护全省社会大
局稳定的高度，攻坚克难，勇于担当，
默默奉献，对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隔
离戒毒人员做到“应收尽收”，充分体
现了女所精神和警察职工的良好职业
素养。

“大收戒”行动开展了三个月，昝
世广吃住在所三个月，妻子春节前来
所探望，看着黑了一层、瘦了一圈的丈
夫，心疼地无语凝噎。

二大队女警韩艳因持续加班发高
烧住院，当接到通知有收治任务时，拔
掉针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大收戒”
工作中去。

三大队女警刘惠，母亲患胃癌入
院治疗，她没向大队请过一天假，大队
长郑玉凤得知情况后特批了她三天
假，她仅去医院看望母亲一次，第二天
又出现在值班岗位上。

医院副院长杨丽，母亲患心肌梗
塞住院，身为医务工作者，为了戒毒人
员的身心康复却不能陪伴在母亲病榻
边。

医院院长闫玉霞扭伤了脚踝，轻
伤不下火线，在同事的搀扶下忍痛来
到医院时，已是一头汗水两眼泪水。

…………
在女所，这样感人的场景还有很

多。为了做好“大收戒”工作，警察们
加班加点毫无怨言，冒着严寒、忍着饥
饿进行体检、安检，一丝不苟，忘我工
作。

在“大收戒”专项行动中，该所在
全省20个强制隔离戒毒所中，收治人
数率先突破1000人大关，率先迈入国
家规定的中等所规模，圆满完成了“大
收戒”任务。女所因此被省人社厅、省
禁毒办授予“全省吸毒人员大收戒专
项行动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被省委、
省政府授予“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荣
誉称号。

春风唤得燕归来
——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精神文明建设纪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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