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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快评

‘补钙’、‘补能’、‘补气’是年轻干
部的必修课，这门课不仅必修，而
且必须修好。

让废旧家具“有家可归”年轻干部要常“补课”

“老陈醋”，“胡辣汤”愿为你撑把伞

众议

豫论场 画中话

在个别地区，废旧家具等大件垃圾的乱堆乱放情

况并不鲜见。据贵州兴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通报，今

年 8 月以来，各分局共计制止乱堆乱放行为 85 起，其

中装修垃圾、大件旧家具等对街面形象造成的影响较

为突出。（据10月 12日《中国青年报》）
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具更新换代的周期也

日渐缩短，有的家具并没有损坏，只是看上去有些过

时、陈旧。然而，随着垃圾分类政策的推广，居民淘汰

下来的大件家具却无处堆放，想卖又无人回收。有些

地区虽然设立有大件垃圾存放点，但由于离小区比较

远、自行搬运难等因素，不少人还是趁夜晚人少之时，

将其扔在垃圾箱旁。

破解这样的难题，不妨科学规划建设二手家具市

场，并建立相应的回收运输团队，以合理的价格对城市

居民的废旧家具予以回收。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让二

手家具重新回到市场，以此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居

民社区或小区物业不妨加大对废旧家具回收再利用知

识的宣传，强化居民的“共享”理念，使居民认识到“废

物利用”的意义。同时在小区内设置废旧大件家具投

放点，使居民不再将准备淘汰的大件家具到处乱扔。

除此之外，相关部门可通过居民社区、中小学校

等建立起相关的扶贫助困组织，及时了解贫困家庭在

家具方面的需求，摸清其需求家具的类别，并主动与

城市社区或小区物业对接，畅通废旧家具的捐赠运输

渠道，从而让废旧家具“有家可归”，继续发挥实用价

值。10 （袁文良）

□朱晓东

省委选派的第一批近千名“墩苗育苗”干

部，即将奔赴各自新的岗位。年轻干部既要

尽职尽责，躬身入局，抓住组织赋予的“补课”

机遇，也要善于自我修炼，努力做到“三补”。

坚定信念常“补钙”。对党员干部而言，

理想信念是精神支撑、是政治灵魂，也是安身

立命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把理想信念比作共

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

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

骨病”。常“补钙”，就要做到始终对党忠诚，

真正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融

入血脉、汇入行动，站得稳、靠得住，做到永不

褪色、永不变质。常“补钙”，就要自觉增强政

治定力，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不为噪音所

扰，不为流言所惑，不为暗流所动。常“补

钙”，就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将学思

用贯通起来，将知信行统一起来，始终做马克

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增强本领常“补能”。本领和能力从哪

里来？关键要用好勤学、善思、苦练三种路

径。勤学是强能之源。年轻干部要时刻不

忘学习，发扬“挤”和“钻”的精神，用好“碎

片化”时间，既要学习理论知识，也要学习

与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真正把学习

当成习惯，通过学习弥补精神软肋、知识弱

项和能力短板。善思是强能之要。学而不

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年轻干部要注重

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总结，遇事多分析、多

研判，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偶然发

现必然，在思考总结中把握准规律、掌握好

“火候”，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提高解决问

题的能力。苦练是强能之本。年轻干部要

敢于迎难而上，敢于触碰“烫手的山芋”，敢

于到问题大、矛盾多的地方开展工作，敢于

到工作不好推、情况复杂的地方打开局面，

练好“金刚钻”、练出“真功夫”、练就担当作

为的硬脊梁、铁肩膀和真本事。

涵养精神常“补气”。年轻干部不可无锐

气，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保持斗志昂扬的

状态，充满激情，敢闯敢拼，敢于担难、担险、

担要，认准的事就大胆地干、坚决地干，不干

出成绩坚决不罢休。要常补正气。正气存

内，邪不可干。年轻干部要身怀正气，以正立

身，以正行事，始终做到心怀坦荡、公正无私，

传承好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抵制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严于律己、慎独慎微，让任

何歪风邪气都不敢近身，使浑身充盈着正气，

散发着正能量，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以浩然正

气影响身边人、带动身边事。要常补静气。

年轻干部要行稳致远、有更大作为，就要不断

培养和积淀“静气”，善于在“低位”上锻炼定

力、在“苦水”中锤炼意志、在“挫折”中磨炼性

情、在“小事”中修炼耐心，无论何时何位都要

有“竹子”一样的沉着与坚守，都要有“胡杨”

一样的韧劲与顽强，静下心来扎根，潜下心来

干事，像钉钉子一样，一锤接着一锤敲，长期

坚持下去，必然大有作为。

“补钙”、“补能”、“补气”是年轻干部的

必修课，这门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看似简单，但绝不是一件轻易就能做到、做

好 的 事 情 。 只 要 年 轻 干 部 立 足“ 两 个 全

局”，心怀“国之大者”，锚定“两个确保”奋

斗目标，聚焦“十大战略”决策部署，实干笃

行、保持韧劲、久久为功，就一定能补强坚

定的信念信仰、补齐干事创业的能力短板、

补足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在高质量建设

现代化河南、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的新

征程中建立新功绩、作出新贡献。10

□悦连城

在郑州，喝一碗麻辣鲜香的胡辣汤，总离不

开那口滋味醇厚的老陈醋。胡辣汤与老陈醋，

恰如河南与山西的关系——分开来看，各具有

独特地域特色和文化禀赋；并在一处，又是相扶

相依、互相成就的好搭档。

就拿今年来说吧，两个多月前，河南特大暴

雨牵动人心，“好邻居”山西迅速调集救援车辆、

派遣救援人员、组织捐款捐物，书写了一段急公

好义、守望相助的佳话。如今，暴雨突袭山西，

导致多地发生险情，停水停电、道路损毁、人员

被困……据 10 月 12 日山西省防汛救灾新闻发

布会的消息，此次强降雨致山西 175.71 万人受

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50.29亿元。

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更愿意给别人撑把伞，

越是困难时候，越能彰显“守望相助、休戚与共”

的高贵品性。灾难再度降临，没有谁是一座孤

岛，眼见“老陈醋”身陷困境，“胡辣汤”绝不会等

闲视之：34岁的河南退伍军人闫菲独自一人驾车

赶往山西稷山县，车厢里塞满了方便面和矿泉

水；10月 9日，洛阳偃师神鹰救援队开着救援车、

携带着冲锋舟抵达山西；卫辉市菜农李保民等

人，拔下万斤复种早熟的头茬菜捐给山西……正

如连夜驰援山西的新乡斑马救援队队长所言：

“我们报恩来了！”

网友们也很用心。山西受灾之后，一幅热

干面、胡辣汤、肉夹馍合力营救“老陈醋”的手绘

漫画，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而在两个多月

前，这幅漫画中被营救的对象还是“胡辣汤”。

在灾难面前，我们绝不是隔岸观火的“散装”朋

友，而是同舟共济的“原装”老铁。

豫晋之亲，不仅在于地理位置相近，还在于

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文化认同感——去嵩山少

林习武，到洪洞大槐树寻根，早起来碗胡辣汤，中

午点一份刀削面，拌凉菜总要放勺老陈醋……面

对突如其来的暴雨，地缘相近、文化相亲的豫晋

两地，惟有手足相抵、共克时艰，凝聚起“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千钧之力，共同筑起一道洪水冲

不垮的钢铁堤坝。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自然

灾害面前，个体总是显得很渺小，但“一人力薄，

万人力勃”，两地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的场景令

人笃信，豫晋携手，风雨何惧！10

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9月，全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理举报1524.6万件。10 图/刘道伟

很多人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刚和朋友聊天提起

某款商品，打开手机购物 APP 后，首页随即出现同类

产品的推送广告；刚和家人商量休假打算去某地旅游，

某旅游 APP 马上“奉上”该地最佳旅游攻略……如今，

这种“聊啥来啥”的现象让人们在接受“贴心服务”的同

时越发感到疑惑：“怎么就这么准？难道是 APP 在‘偷

听’我们聊天？”（据10月 12日《中国青年报》）
现实中，类似的“贴心服务”并不少。比如说，在某社

交类 APP上关注了某项内容，有的只是“手抖”停留了一

会儿，立马就会迎来大量推送。有的还会迎来跨平台推送

相关信息内容。据专家介绍，目前许多软件都会分析用户

的“关注”“收藏”“评论”“转发”“点赞”“分享”等操作记录，

用于提供个性化内容。可在事实上，又有多少人希望自己

被过度关注？尤其是推送一些不明觉厉的广告信息？

2021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已经正式启动，个人

信息保护再次成为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一

些互联网企业来说，约束无所顾忌的心，管住自己油腻

的手，尊重用户信息安全，这是必须做的事，一定意义

上讲，也是必须要跨越的一个阶段。今年 11 月 1 日，

《个人信息保护法》即将施行，有些“贴心服务”别再闹

心了，还是就此随风而去吧。3 （毛建国）

“贴心服务”别再闹心了

传承培育工匠精神 打造职教创新高地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夺金”侧记

□李树华 夏维华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1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名单。河南经
贸职业学院荣获“会计技能”赛项一等
奖第一名、“云计算”赛项一等奖第一
名、“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赛
项一等奖和“银行业务综合技能”赛项
三等奖、“市场营销技能”赛项三等
奖。其中，一等奖获奖数位居河南省
第一、全国第四，获奖总数位居河南省
第一，实现学校历史新突破。

回顾过去，2008 年以来，河南经
贸职业学院共取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竞赛国赛一等奖9项，二等奖24项，三
等奖 28项。特别是“十三五”以来，该
校共取得国赛一等奖 8项，二等奖 16
项，三等奖 18项，获奖总数在全国高
职院校中排名 38 位，河南省排名第
一。同时，2016 年以来，除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竞赛之外的学科竞赛排行榜
上，其他赛项竞赛总获奖334项，其中
包括国赛一等奖 6项。近五年学校累
计获奖 706项，奖项数位列河南省高
职院校之首。

荣誉来之不易，成绩背后，是河南
经贸职业学院聚焦职教类型特征，高
质量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结果。在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豪
夺三金，更是全体师生秉持“脚踏实
地、追求卓越”的精神，秉持“以赛促
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理念，攻坚克
难、奋力拼搏的真实写照。

师生同心
工匠精神传承创新

回想起今年 6月份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的场景，河南经贸职业
学院计算机工程学院 2019级学生郭

常贺说，自己对“鲜花都是汗水浇灌而
来的”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020 年 11 月，郭常贺在亢院兵
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改革试点赛，取得了“云计
算”赛项全国第六名、二等奖的成绩。
虽然第一次参赛就名列前茅，但郭常
贺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比赛回来
后，亢院兵与郭常贺决定迎难而上，发
起对冠军的再一次冲刺。

“有时碰到一个技术难题，心里会
寝食难安，辗转难眠，干脆就通宵不睡
觉，亢老师也一直陪着我们，讨论、试
验，直到问题解决了。”“亢老师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无形中也感染了我。”郭
常贺动情地说。而在亢院兵看来，学
生不仅是徒弟，更是与自己一起为梦
想而战的战友。最终，他们在今年的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代表河南
省参加“云计算”赛项，成功夺取国赛
一等奖第一名，刷新了纪录。

成绩的取得来自点滴的积累，更
离不开学校、学院的大力支持。亢院

兵说：“备赛期间，学校做到了服务全
覆盖，增强了参赛师生的底气。云计
算赛项虽然是个人赛，但选手背后是
整个计算机工程学院和云计算团队其
他成员的共同努力。”上下同欲者胜，
展望未来，亢院兵和他的团队正朝着
实现国赛一等奖五连冠的目标继续奋
斗！

赛教融合
人才选拔质量提升

为对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
加快技能人才的成长，河南经贸职业
学院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形成了由学
校、二级学院和班级等组成的三级职
业技能竞赛人才选拔和备赛机制。学
生经过层层选拔后，代表河南省参加
国赛。

指导团队获得“会计技能”赛项一
等奖第一名的会计学院刘志国老师
说：“职业教育的初心是让学生掌握为
我所用的技术技能。我们的使命是让

学生掌握的技术技能水平高一点、再
高一点。这样就要赛教融合，即重构
课程体系。通过将竞赛项目融入人才
培养方案、竞赛内容融入课程教学、竞
赛评价方式融入课程评价，这就形成
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

同时，学校还将参加技能大赛作
为创新学生实习实训的重要形式，为
师生搭建技能训练、技术交流的新平
台。在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中，指导团队获得“互联网+国际贸
易综合技能”赛项一等奖的商务学院
老师冯晨说：“为了迎接挑战，学生在
备赛期间，无论是理论知识的学习，还
是实训项目的操练，都要比平时课堂
上的更全面、更深入，这无疑大幅提高
了学生的技能水平。”

商务学院学生任妧婷也表示，通
过参加比赛，自己不仅专业能力突飞
猛进，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团结、乐观、
拼搏的精神，增强了个人自信心。“这
样的形式更生动，更有趣，更有意义。”
她总结道。

锚定高水平竞赛，积极组队参赛，
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
改”，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实现了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质量的新跨越，打造了我
省高职院校高质量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的品牌。

党建引领
专业集群建设优势突出

近年来，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坚持
“党建+专业集群建设”模式，即在党
建引领下，推动开展财经商贸专业集
群、信息技术专业集群与文旅创意专
业集群建设，修订创新专业（群）人才
培养方案，推进专业提档升级改造。
同时积极融入党务工作者和党员教师
指导学生技能竞赛项目，也注重吸纳
优秀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党员，以
高质量党建推动教学事业高质量发
展。

此次获奖的5个国赛项目中，3个
一等奖项目的 5名指导教师均是共产
党员，共产党员总数占指导教师总数
的78%。学生中也以入党积极分子居
多。在师生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
员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的精
神面貌，展示了学校职业教育的成就
和水平及技能人才风采。

“学校实行‘党建+专业集群建
设’模式，让党建与专业建设、教学科
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工作实现同
频共振，对深化专业群内涵建设、打造
高水平专业群起到了积极影响。”河南
经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姚勇说，“学校
将持续加强党对专业集群建设工作的
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建示范引领作
用，突出政治建设，推进专业建设、人
才培养向纵深发展。同时，聚焦立德
树人、德技并修，着力提升学生核心素

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
大国工匠，真正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从而有力推动我校职业教育发展
再提新层次、更上新台阶。”

提到学校下一步竞赛计划与发
展，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副校长郭国侠
说：“学校将持续抓好‘常态化、全员
化、精英化、届次化’技能竞赛机制，进
一步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着眼教
会、勤练、常赛，深化‘三教’改革，注重
课程思政，将大赛成果转化并落实到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经济社会发展等
实际工作中去，着力提升学生的技术
技能硬核素质，为建成高水平职业院
校努力奋斗，为河南职教创新高地建
设助力，为河南职教事业添彩。”

获“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
赛项一等奖

获“会计技能”赛项一等奖第一名

学校领导与获“会计技能”赛项一等奖第一名学生合影 获“云计算”赛项一等奖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