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柳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餐饮
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强
调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这一告
诫既是治当下，也是管长远。

勤俭节约为持家之本，艰苦奋
斗是治国之要，这是亘古不变的真
理。在漫长的历史中，粮食始终是人
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出发点和归宿
点，“成由勤俭败由奢”是解读众多
朝代兴亡更迭的一把密钥。中华民
族自古以来就有敬天惜粮、勤俭节
约的传统。“俭以养德”“克勤于邦，
克俭于家”“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等
内涵丰富的古训，浓缩了一个民族
对个人和家国长远发展的深刻思
考。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吃
不饱”渐渐成了老辈人口中的“那时
候”，人们现在不再为食不果腹犯
愁。或是出于攀比或是炫耀等心态，
请客、接待、聚会时多点、多剩有时
反倒成了有面子。然而，促进消费不

等于浪费。如今的富足源于大自然
的馈赠，来自科研人员的夜以继日，
有赖农民的辛勤劳作，来之不易，需
倍加珍惜。

古今中外，大到邦国、小到家
庭，无不是兴于勤俭，成于奋斗，亡
于奢靡。不论国家经济水平发展到
什么程度，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
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
都不能丢。物质生活越丰富，越需要
与之匹配的现代社会文明理念。

当前，我们即将夺取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伟大胜利，踏上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在根本
的吃饭问题上，依然要有危机感、紧
迫感、责任感。其实，饥饿离我们并
不遥远。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基本解
决温饱问题，是在 1984 年底，不过
是 30 多年前的事情。如今，脱贫攻
坚还有很多难啃的硬骨头，夯实农
业基础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联合国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戴维·比
斯利前不久曾表示，全世界每天还
有 8 亿多人挨饿。“仓廪实，天下
安。”杜绝浪费、厉行节约从来就是
发展中所遵循的根本之道。

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坚守
“粮”心、践行节约应该一以贯之，始
终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成由勤俭败由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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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践行“两山”理念⑤

张 弓

上世纪 70年代，浙江安吉余
村，环境遭到严重破坏。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
近平在余村考察时强调指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15
年过去，余村“不卖石头卖风
景”，成为“安且吉兮”的宜居宜
业宜游之地。

理念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安
吉余村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浙江农村的变化。卖资源，是浙江
农村过去普遍的“生产方式”。记得
我小时候，家里有 12亩山，大多数
生长着毛竹。由于地处山坳，土壤
肥沃，毛竹长得粗壮挺拔。父亲当
时的“发展思路”，就是隔三差五地
砍几株卖相好点的毛竹，背到集市
去，换一些钱，买些油盐酱醋等日
常生活用品回来。后来，我的哥哥
长大了，父亲就让他跟村里的一
位老篾匠当学徒，希望他以后从
事竹编工作。这比单纯卖竹子挣
钱多了。

现 在 ， 生 产 方 式 又 上 了 层
次。宁波有些山区，把大片竹林
添加上更多元素，建成旅游景
点，让各地来的游客，享受“竹
海”的清凉舒适。保护了偌大一
片“竹海”，不仅能改善当地的空
气和环境，还可以让成千上万的
游客前来欣赏美景，愉悦精神，
而所有者的收入，绝对是卖竹
子、搞竹编所无法比拟的。

从全国来说，“两山”理念提
出至今，变化也是十分巨大的。
我看到的几组数据，就能证明。

去年，北京 PM2.5 平均浓度创下
2013 年监察以来的最低值，全国
重点城市 PM2.5 平均浓度比 2013
年下降 43%，2017 年，中国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约 46% （据 《人民日
报》）。数字给人的感觉也许抽
象，但只要我们出去走走看看，
就能感受到美丽中国、美丽城
市、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潮，城市
道路、社区的绿化、美化，乡村
环境的干净整洁，真是今非昔
比，叫人赏心悦目。

“两山”理念内涵十分丰富，既
包含着正确处理生态建设与经济
发展的辩证关系，又体现了发展经
济和生态文明都是为了人民的党
的执政理念——生态惠民、生态利
民、生态为民。

生产方式的转变，带动了人们
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人们对幸福生
活追求的升级，又推动了生产方式
的改变。食不果腹之时，谁也没有
闲情逸致去体味那些赏心悦目的
绿水青山，但一旦温饱问题解决，
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幸福的追求
必定会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提
升。而满目绿水青山，无论男女老
幼，无论当地人外地人，无论中国
人外国人，无论地球人外星人（如
果存在），都会赏心悦目。

鉴于“两山”理念的重大意义
及实践成果，2015年 3月，中共中
央政治局通过了 《关于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把“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进了
中央文件，成为全党全国共同的
认识和行动。2016 年 5 月，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出台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
与行动》 报告，标志着“两山”
理念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地球
的生态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不重
视保护和建设，人类的生存也会
成问题。科学界一直有人在寻找
外太空中有没有适合人类生存的
星球，这是在为有朝一日地球无
法承受人类生活时，找寻一个合
适的去处。如果“两山”理念在
中国乃至世界的实践中，能解决
发展与环境的共生共存问题，善
莫大矣。

中国有句老话，叫“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表述的是人类与
生俱来的朴素的适应能力。这在
生产力落后、发展理念简单的年
代，不失为一种生存之道。但在
生产力已大踏步前进，发展理念
也早已突破了前人固守状态的新
时代，对自然环境继续定格在单
纯地“靠”上，是远远不够了。
对于自然环境的态度，应该变

“靠”为“护”——爱护、保护、
维护、养护；同时，还得有更积
极 的 行 动 ， 就 是 改 “ 护 ” 为

“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牢
固树立新的生态理念，在生态环
境建设上各地应有新的建树，在
环境建设与保护上不断建起新的
法律制度，从而让生态环境不仅
能向我们供给源源不绝的物质财
富，更能提供永不枯竭的精神享
受；不仅能为一部分所有者所尽
情享用，还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

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就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黄明朗

慈溪五姓村，地处上林湖风景
区，开门见山，出门有河，文化底蕴
深厚，民居古朴雅致，一派江南水
乡的诗意田园。曾几何时，村民兴
起加工废旧塑料热潮，因乱倾倒、
乱焚烧、乱搭建，这里变成河水发
黑、空气发臭的“垃圾村”。7年前，
村里毅然决定“断臂重生”，关停所
有废旧塑料加工厂，投入 2400 万
元大力整治环境，村庄实现美丽蝶
变，既为村民营造了触手可及的幸
福生活，也使当地成为吸引人才和
产业的“强磁场”。去年，村民人均
收入3.9万元，比7年前翻了一番。

五姓村为何前后“判若两村”？
在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
中，一贫如洗的阿里巴巴无意中发
现一座宝窟，喊出“芝麻开门”的神
奇密码，便打开宝窟大门，获得金银
珠宝无数。我们常说，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可五姓村先前秀美的自
然风光，并没有使村民富有，给人

“绿水青山枉自多”的错觉，一些村
民迷失发展方向，病急乱投医，没有
找到金山银山，反而糟蹋了绿水青
山。后来痛定思痛，找寻到符合自然
规律的神奇“密码”——守住生态红
线，才终于打开财富之门。

事实上，我市通过找寻唤醒金

山银山神奇“密码”致富的村庄比
比皆是：象山墩岙村，山清水秀、古
木参天，但曾经是全镇最穷的村，
后来找到农旅融合的妙招，20 年
间蜕变为美丽乡村样板村，人均年
收入提高 10 倍。奉化锦溪村四面
环山，产业基础薄弱，经多方走访，
找到栽种、加工香榧的路子，当地
伏虎山由昔日的荒山野岭变成一
座“金山”。宁波靠海，许多沙滩沉
睡千年，“野渡无人舟自横”，象山、
宁海、奉化、北仑等地通过开发滨
海旅游项目，使炎炎夏日多处海滩
游人如织，出现度假盛况……

归纳起来，上述这些地方有一
个共同点，那就是山清水秀。绿水青
山是财富之本、幸福之源，是发展致
富的决定因素，必须经过长期艰苦
的积累才能达到，应该格外珍惜。水
清岸绿、草木华滋、花鸟为邻、田园
诗意，凝聚着人们对绿色美好生活
的共同向往和追求。生态持续向好，
发展才有后劲，村庄才有活力，幸福
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才更有支撑。相
反，对大自然竭泽而渔、肆意索取，
生态遭到破坏，只能得到虚假的繁
荣、暂时的富足。绿水青山变成恶水
穷山，不仅群众健康生命受到威胁，
金山银山也将荡然无存，所谓“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

没有人愿意守着好山好水过

穷日子，可是金山银山隐藏在绿水
青山之中，生态红利必须在一定条
件下才能转化为发展优势。这就是
一些地方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
银山，有的地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却面貌不改的原因所在。因此，必
须找到致富“密码”，通过点睛之
笔、锦上添花、临门一脚，释放生态
红利、助力乡村振兴，使绿水青山
成为人居环境提升、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催化剂”。表面上，找寻致富

“密码”不过是捅破一层窗户纸，实
则并非易事。因为各地客观条件不

同，资源禀赋各异，不仅需要端正
发展指导思想、筹集资金、吸引人
才等共性条件，还须因地制宜，杜
绝“千村一面”“依葫芦画瓢”。事实
上，许多村庄正是在历经“昨夜西
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
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等
曲折境界，通过发动群众、集思
广益，拜师学艺、取经问道，调查研
究、反复实践之后，才找到神奇“密
码”、实现致富目标。

找寻唤醒金山银山的神奇“密码”

毛海清

8月5日，宁波市生态环境局
公布 2020年上半年我市主要生态
环境质量概况。6 项大气污染物
指标均达到国家二级或一级标
准，13 个县级饮用水水源水质达
标率 100%。上半年生态“体检”
宁波更“健康”了。

走进奉化区滕头村，蓝天白
云、清水绿岸、鸟语花香，富起
来的村民享受着大自然的秀丽风
光，联合国“地球生态 500 佳”
名不虚传。可以说，这里是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的生动反映、小康
生活的示范样板。滕头村的发展
成果，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有力诠释——生态
环境越好，对生产要素的吸引
力、集聚力就越强。如果说资

本、土地、人才是传统的发展要
素，那么以生态为代表的“绿色
动能”，就是一种新的发展要素，
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强劲的推
动力。这些年来，我市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持续打好生态环境保
卫战，开展“五水共治”、“三改
一拆”、城乡一体化等环境整治行
动，生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打不得、杀不得……四明山
野猪跑出来了！不少玉米地被

‘扫荡’，村民很苦恼”。7 月底，
媒体报道了我市四明山区发生的
野猪“祸害”庄稼事件，引发议
论。野猪数量剧增，这是生态恢
复的结果，值得欣慰，当然，也
要想方设法，保护村民和农作物
的安全。不过，野猪尽管浑身是
宝，但属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不可轻易言杀。这则新闻蕴含着

一个大道理：野生动物是自然界
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人
类的一切活动，说到底就是人与
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发展经历
了从依附自然到利用自然，再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曾有
过“掠夺式”开发的惨痛教训，
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土壤污
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包括野
生动物越来越少，这些就是大自
然对我们的报复。在严峻的局势
面前，中央提出了“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要求，人们对生
态问题不再掉以轻心，而是形成了
一个共识，绿色生态就是最大财
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人的理念
很重要，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
绿色发展道路才会走得坚实。

“要环保还是要发展”“要财富

还是要环境”，的确值得思考。解决
问题还是要靠群众。慈溪市五姓村
从“垃圾村”到美丽宜居村的蝶变
告诉大家，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
利益息息相关，搞好了，老百姓的
获得感、幸福感就会大大增强，而
一旦被破坏，就成为民生之患、民
生之痛。老百姓心中有数，对家乡
发展一定会选择“绿富同兴”。也就
是说，绿色发展造福群众，也要依
靠群众。

与自然生态同等重要的，是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生态建
设、绿色发展的道路常常受到官僚
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干扰和破坏。有
的人为了眼前利益，嘴上讲环保，
暗地里仍然在搞“牺牲环境换发
展”“偷排污水换钞票”的歪门邪
道。时至今日，绿色发展理念已经
深入人心，如何发展、怎样保
护，不再成为问题，问题是怎样
执行落实。对此，打赢环境保护
的“作风保卫战”至关重要。每
个党员干部应当像熊澎桥、叶全
奖那样，扎扎实实做事情，坚持
绿色发展，“咬定青山不放松”。

宁波生态“体检”更健康的背后

无人机空中俯瞰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郑建钢

从电商直播到短视频制作，从
CAD 制图到中式面点、育婴师培
训，可以定制，可以“点单”……由宁
波市总工会送上的转岗职工再就业
技能培训，正精准帮助各行各业的
转岗职工开启新的就业门路（8 月
19 日《宁波日报》）。

曾经看到过的一份职场调查显
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多
学一种技能，就多一种未来发展可
能。有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认为，在知
识技术快速更迭的职场环境中，有
必要未雨绸缪，培养多种技能。

当代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
越快，除了自己所拥有的专业技能
之外，最好还能眼睛向外，同时关注
本专业技能与社会分工运作的关联
性，为专业技能向外拓展奠定基础，
免得在职场发生变故的时期处于被
动地位。

“一招鲜吃遍天”，那是农耕时代
独有的现象。彼时，社会生产力水平
不高，社会分工也远没有现在那么
细，如果熟练拥有一门独到的手艺，
能够把整个手艺的全过程悉数掌握，
而且鲜有竞争对手，那就是再好不过
的生存乃至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

现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
越快，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精细，更
重要的是，职场对职业技能的要求
越来越严格、越来越高。无论是从学
校学习文化知识，还是在工作岗位

提升职业技能，想要掌握独一无二、
克敌制胜的“一招鲜”，本身就已经
很困难了。即使凭借自己的天分和
后天的努力，再加良好的机遇，掌握
了某些独门绝技，“一招鲜”还是难
以“吃遍天”。

今年因为受疫情防控影响，很
多企业订单减少，经营成本增加，资
金链与现金流承受重压，盈利大幅
下滑，企业正常运作面临前所未有
的困难，不得不降薪、裁员的企业不
在少数。放弃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
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转岗职工面
临生活上的困难和心理上的打击。
尽快寻找新的出路，重新找到合适
的工作岗位，对他们来说是最为紧
迫的事情。

虽然眼下的就业岗位紧缺，确
实是许多求职者面临的现实问题，
但因为疫情防控涌现出来的新的热
门岗位也不少，像跨境电商、直播电
商、智能制造、数控编程、创业培训
等岗位受到普遍欢迎。只是苦于自
己的劳动技能有限，原来的“一招
鲜”难以“吃遍天”，想要顺利转岗再
就业，谈何容易？

面对社会上出现的就业困难局
面，政府机关、职能部门应铺路搭
桥，及时建立对口帮扶机制，帮助转
岗职工培养新技能，捧上“新饭碗”，
以实际行动稳定职工队伍，带领大
家共渡难关。这么做，有利于打开就
业新天地，保障职工就业权利，构建
和谐的劳动关系。

再就业培训
为转岗职工重启职场门路

郭敬波

8 月 16 日，涉嫌在江西省乐安
县山砀镇接连犯下两起命案、导致
3 人死亡以及 1 名 7 岁小孩重伤的
曾春亮落网。曾春亮因入室盗窃遭
到被害人家属抵抗，恐吓被害人家
属“报警就杀人”，被害人家属两度
报警称曾春亮属于危险人物，希望
引起重视，但命案还是接连发生。日
前当地纪委、检察院、公安厅已经就
民警是否渎职介入调查（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等）。
在犯罪影视剧中经常看到这样

的桥段：有人突然接到陌生的电话：
“你某某在我手上，准备好赎金，不
能报警，否则撕票。”报，还是不报？
接电话人往往陷入纠结。不报，赎金
到哪里去找？报，凶犯撕票了怎么
办？这就不难想象，“曾春亮案”被害
人在“报警就杀人”的死亡恐吓之下
选择报警，经过了什么样的思想斗
争。选择报警，就是选择了寻求公权
力的保护，然而，结果让人遗憾。

在日常矛盾纠纷中，动不动也
有“我弄死你”的死亡恐吓，这多属
于虚张声势的口炮，也许正是这种现
象太多了，才让警方低估了曾春亮实
施报复的可能性。但在笔者看来，“死
亡恐吓”已经超出了“君子动口不动
手”的范畴，事实上是足以使一般人
畏惧的报复通告行为，让被害人受到
的心理强制作用，并不亚于身体上受
到的强制作用。

不少国家对恐吓行为设立了单
独的罪名，如日本的胁迫罪、英国和

法国的威胁罪、美国的企图伤害罪
等，其共同点是只要行为人故意实
施的恐吓言语或动作，使他人感到
害怕，就有可能构成犯罪。但在我
国，恐吓行为有且只有在“寻衅滋事
罪”中有所体现，并且必须“情节恶
劣”才构成犯罪。事实上，死亡恐吓
侵害了个人免于恐惧的人身自由，
侵害的法益为个人的安全感或个人
对法律安定秩序的信赖，应当入罪。

也就是说，对于恐吓行为，应采
取措施在“预防”方面及时跟进。比
如，可以给恐吓行为实施者戴电子
脚镣由警方予以监控，完善“人身保
护令”裁判条款，要求恐吓行为实施
者不得在被恐吓人某个生活半径中
出现，否则予以抓捕，而这些需要

“死亡恐吓”入罪后才能配合实施。
选择报警，就是不向犯罪分子

妥协。我们经常说：“不能把这个世
界的主宰权让给坏人”，应当胆怯颤
抖的，是那些违法犯罪的人。如果

“死亡恐吓”成了犯罪分子的“保护
色”，公众的报警没有效果，则是法
治与正义的退缩。

必须注意到，“不向犯罪分子妥
协”是社会治安整体向好的最优选
择，并不见得是受害个体在结果预
判下，所可能作出的最佳选择。法律
的构建，应当让公众明确地看到，遇
到恐吓与威胁，选择报警而不是忍
辱退让才是最优选择。在法律框架
下，让公众、警方甚至凶犯对恐吓行
为的结果有所预判，比追究某个警
察的“预判失误”、是否渎职，更能强
化公众对公权力保护的信赖。

反思“曾春亮案”
应推动“死亡恐吓”入罪

象山县泗洲头镇墩岙村一景。 （徐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