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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新闻评论员 赵志疆

又是一年毕业季，各地大学都成为一片

欢乐的海洋。

15 辆机车组成“钢铁长龙”，15 个学院师

生形成方阵。6 月 20 日上午 10 点，华中农业

大学师生齐声倒计时“5、4、3、2、1”，机车引擎

的轰鸣声伴着师生们的欢呼声，盛大的毕业

巡游拉开序幕。当天，这些高端农机成为校

园里最抢眼的“吉祥物”，沿途的师生和居民

纷纷拍照，不断有人加入欢乐的巡游队伍。

一场“轰轰烈烈”的告别，给毕业生留下

了深刻印象，也让人对华中农业大学刮目相

看——原来，朴素的农机也可以打扮得这么

花枝招展，庄重的毕业典礼也可以如此妙趣

横生。

教授常见，拖拉机也常见，开拖拉机的

教授却并不常见。在华中农业大学的毕业

巡游中，不但有开拖拉机的教授，而且需要

“ 竞 争 上 岗 ”。 作 为 15 辆 机 车 的 驾 驶 员 之

一，该校工学院谭鹤群教授说：“前两年我因

为没有拖拉机驾照，没能为同学们驾驶机车

送行，觉得特别遗憾。去年，我专门去考了

拖拉机驾驶证，今年终于‘竞选’上了。”即使

是在校内开拖拉机，谭教授也专门考取了驾

驶证，做人风趣与做事严谨交织在一起，别

有一种喜剧意味。

实际上，这样的毕业狂欢对于华中农业

大学并非首次。去年 6 月 23 日上午，华中农

业大学为毕业生铺设了长达 100 米的红毯，

毕 业 生 们 头 戴 红 黄 蓝 三 种 颜 色 的“ 狮 山 桂

冠”，坐满了整个广场。从“狮山桂冠”到“农

机巡游”，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庆典的形式在

推陈出新，不拘一格庆毕业的形式本身就是

一种最响亮的“官宣”——在个性张扬的时

代，大学毕业典礼既不是例行公事的程序，

也不是照本宣科的过场，而是一场精心筹划

的庆典。

如果说大学迎新生的主角是学长、学姐，

送别毕业生的主角无疑是老师和教授。最近

几年，公众普遍的感觉是，大学毕业典礼越来

越鲜活和生动，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学的老师

和教授越来越“接地气”。他们不仅乐于和同

学们一起纵情狂欢，而且乐于在毕业致辞中

分享“金句”。前几天，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

火爆“出圈”，“纯真辟油腻，善良能辟邪！”“躺

得了初一，躺不到十五！”程教授在毕业典礼

致辞中的“金句”广为流传，他本人也被称为

“宝藏教授”。

程教授“接地气”的演讲，不只是网络热

词串烧这么简单；谭教授开拖拉机的身影，更

不是在“炫技”。那些在毕业典礼中独树一帜

的教授，用言行展现了一份情怀和一种责任

——他们不是稳坐于“象牙塔”顶端的清谈

者，而是关注现实的思想者、付诸实践的行动

者。他们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打量学生，更

愿意倾听学生的心声，走进学生的生活。这

样的毕业典礼，因为走心而别具匠心，因为暖

心更易让人铭记于心。

迎来送往是大学的常态，岁岁年年人不

同。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毕业典礼也不再一

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一派“年年岁岁花不同”

的景色。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学生，都配得上

一个独一无二的毕业典礼；每一个独一无二

的毕业典礼，实际上都源于大学独一无二的

灵魂。在学术自由的氛围中成长，在思想纯

粹的空气中历练，这不正是大学精神的灵魂

魅力吗？这样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怎能不

令人欣欣然而向往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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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毕业典礼中独树一帜
的教授，用言行展现了一份情
怀和一种责任——他们不是
稳坐于‘象牙塔’顶端的清谈
者，而是关注现实的思想者、
付诸实践的行动者。

□江文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天目山街道办事处干

部宋海翔，即将到罗塘街道任职。离任交接前，他

梳理近年来新进当地工业园区的企业，理清各家

企业的优惠政策、发展困难、近期需求。“好的营商

环境需要我们接续奋斗。给接任者留下清单，就

是给企业吃下‘定心丸’。干部调整了，但服务企

业不掉链。”宋海翔说。（据6月22日《人民日报》）
姜堰区制定了《区管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实施

办法》，规范离任交接工作流程，严格交接双方责

任，让离任者交得清楚、接任者接得明白。其中，

交接事项清单明确了重要工作事项、经济责任事

项、干部人事事项、重要物品资料等 4 项交接内

容，涵盖 19条具体事项。

但凡和政府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个人，往往

很怕政府官员的替换。全国政协委员、京东董事

局主席刘强东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曾称，京东

所投资的某省某市一个区，新换了一个区长，之

前区长答应的道路拓宽计划被现任区长以“没

钱”推脱。连京东集团这样的大企业都会遭遇新

官不理旧账，中小企业遇到类似情况，自然是司

空见惯。

新官不理旧账，既损害了企业的利益，遏制了

企业的创造力；也有违诚实守信的法治原则，极大

地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各地花大力气治理，这很

有必要。造成新官不理旧账的原因虽然异常复

杂，前任“交”得不清楚，新官“接”得不明白，无疑

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如有的前任匆匆离职，来

不及了却“旧账”。继任者刚走马上任，企业突然

找上门来，提条件、说要求，新官一头雾水，他们不

理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情有可原。

如此看来，让新官理旧账，必须建章立制。

姜堰区俞垛镇党委书记夏义华离任交接时，依据

《区管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实施办法》，针对辖区内

钨钼企业“担保圈”“担保链”的风险问题，与接任

者深入交流，并在离任交接表上留下“稳圈”“缩

额”“断链”等思路举措。原官员“交”得清楚，新

官员“接”得明白、心中有数，旧账自然有人理。

“政贵有恒”。如果各地都从制度建设上发

力，确保“交”得清楚，“接”得明白，新官不理旧账

顽疾自然根除。6

红旗渠畔 砥砺初心走心的毕业典礼 圈粉的大学代言

“交”得清楚，新官焉能不理旧账？

□来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也是红旗

渠 开 工 修 建 六 十 一 周 年 。 最 好 的 纪 念 莫 过 于 在

“物质角力，精神对垒”的历史洪流中，弘扬“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

神等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红旗渠精神”永不过时。用红旗渠修建的决策

和指挥者，时任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的话说，修渠是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我先后参加了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25

周年和全省的水利建设表彰大会，杨贵书记十多分

钟的发言，先后被掌声打断 27 次。之后，杨贵书记

多次回来，每次都走村串户，看望群众，嘘寒问暖。

“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句话在河南

群众中流传甚广，“三书记”指的是焦裕禄、杨贵、郑

永和（原河南辉县县委书记）。尽管“三书记”都已离

世，但他们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永远是人民心中的一

座丰碑。

红旗渠精神在新时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红

旗渠始建于 1960 年 2 月，在那个困难时期，一无资

金，二无装备，有的只是全县人民的一双双手和铁锤

钢钎。启动如此巨大的工程，跨省到二十多公里外

的山西引水，该需要多大的决心和胆识！我曾问过

杨贵书记，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太平官”好当

啊！我不修渠也不影响我什么，但真不忍心看到林

县人祖祖辈辈再受缺水的煎熬！如果连群众的吃水

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要共产党的县委干什么！这是

何等的胸怀和境界！如果不是将人民利益放在最高

位置，红旗渠是不可能建成的。

党员干部敢想敢干、率先垂范是新时代干事创

业的基本保证。1960 年的正月初一，林县县委一班

人是在杨贵的办公室相互拜年、商讨引漳入林大计

中度过的；正月初四，县委一班人是在勘察线路的

牛岭山上度过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全县吹响“誓把

山河重安排”的进军号。此后历尽艰险，不屈不挠，

苦干十年，在一个“不可能的时间，不可能的地方，

建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在长达十年的

修渠过程中，领导和党员的率先垂范，极大地激励

了广大群众的创业热情。干部流汗水，群众就能流

血水；干部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党心民心高

度融合，干部群众血肉相连，完成了重新安排林州

山河的壮举。

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历久弥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敢想

敢干，奋发有为，我们定能筑牢党心连民心、民心向

党心的壮丽天河，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

进！3

（作者系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任林州
市委书记）

据《大众日报》报道，山东省费县“两山银行”成立暨生态产品金融贷款发放启
动仪式日前举行，这是山东省成立的首家“两山银行”。费县马庄镇核桃峪村党支
部书记吴强难掩兴奋，“真是没想到！靠着家门口这棵千年流苏树，竟然贷了230
万元。”6 图/王成喜

□李鹏 章世刚

河南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金
融机构如何充分发挥作用，为完善
金融产业体系，助力中部金融中心
建设贡献力量？近日，由中信证
券、中信银行郑州分行联合举办的

“2021年债市策略会河南专场”主
题论坛在郑州举行，论坛旨在利用
中信集团综合金融服务优势聚焦
信用债市场，促成河南优质企业与
投资者面对面交流互动，全力支持
信用债市场发展。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国资委等相关领导出席了
论坛活动。30余家河南省、市级国
有企业及重要民营企业，近百家投
资机构从业人员全程参加了此次
策略会。

中信证券执行委员会委员、
董事总经理邹迎光在致辞中表
示，中信证券和中信银行，作为中
信集团综合金融服务的排头兵，
一直深耕中原市场，贡献着中信
力量，助力河南经济转型升级。
当前，经济正快速复苏和重塑，期
望通过此次债券市场策略会，跟
踪市场热点、研判市场走势、发掘
新业务机会，更为河南省企业发
行人和全国各类型投资人之间搭
建交流平台，加深彼此了解。相
信在政府支持和市场参与各方的
共同努力下，中信一定能把握债
券市场发展新机遇，共享市场发
展新成果。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方萍提出，河南是农业大省、
新兴工业大省和重要经济大省，还

是文化大省和精神高地，拥有中原
城市群、河南自贸试验区、郑洛新
自创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等众
多“国”字号战略，在党和国家发展
全局中有着重要地位。“十三五”时
期河南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当
前河南已迈入新发展阶段。随着
新一届省委省政府一系列卓有成
效的举措，每天都有新变化和新气
象。“十四五”期间，河南将会有较

大发展机遇，中信坚信现代化的河
南必将“奋勇争先、更加出彩”。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作为一家
扎根河南、服务河南的央企在豫金
融子公司，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深耕河南 23 年，分行始终以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以

“建设成为最佳综合金融服务提供
者”“争做河南省股份制银行排头
兵”为目标，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全
牌照优势，已累计向省内投放各类

融资资金 21000亿元，有力支持了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未来将继续
牢记央企的使命和责任，不仅做经
济建设的践行者，更做企业发展的
同行者，转型升级的助力者。

中信证券与中信银行联合举
办此次活动，希望更好服务河南发
展，让更多投资人了解河南以及河
南企业，搭建资本市场机构投资人
与河南国有企业发行人沟通的桥
梁。希望建立开放、友好、互信的

交流平台，以长期价值的眼光和共
生共荣的理念，探索更快、更高、
更远的合作，成就伙伴，并肩前
行。

论坛期间，中信证券研究部
FICC 首席分析师明明、固定收益
部信评主管金波、债务融资业务线
项目主管邱适、固定收益部回转售
团队主管张玮先后就《通胀背景下
的宏观利率展望》《城投分析方法
及市场展望》《基础设施公募Reits

市场分析及投融资建议》及《回转
售业务：对于市场参与者的意义》
等主题开展专题演讲，紧扣时下热
点，内容丰富实用。

交流环节，13家河南地区优质
发行人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一对
一、面对面地交流。投资者就发行
人经营、财务、管理等各个层面提
出相关问题，发行人相关业务负责
人进行了详细解答。

主题论坛开幕前，6月 17日相
关投资者还分别前往郑州航空港
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原金
控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调研。调
研期间，投资者提问踊跃，大家重
点围绕战略发展规划、主营业务情
况、核心财务指标以及未来投融资
计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据了解，中信集团在综合金
融、先进智造等领域已实现了广泛
的业务布局，持续为中部地区崛起
贡献中信力量。2020 年以来，中
信证券及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在各
个领域探索全方位的合作机会，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补齐短板，取得
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本次活动
将进一步夯实良好的业务基础，强
化中信“联合舰队”对河南省内企
业的影响力。

未来，中信证券和中信银行郑
州分行将在中信集团“大协同、大
合作”战略方针指引下，“利他共
赢，益他共荣”，在更广泛的服务客
户的工作中拓展协同合作范围，强
化协同互助，发挥专业优势，携手
为出彩中原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支持，打造更优质的协同品牌效
应，共迎美好明天。

发挥中信综合金融优势 支持河南经济转型升级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郑州分行联合举办“2021年债市策略会河南专场”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方萍致辞

由中信证券、中信银行郑州分行联合举办的“2021年债市策略会河南专场”主题论坛活动现场

中信证券执行委员会
委员、董事总经理邹迎光
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