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沙粒不断坠落的过程就象征
着光阴的流逝袁但也不能单单认为
这是自己的失去遥 如果将我出生的
那一刻定义为拥有全部时间的话袁
时光确实从我手中流逝了曰但如果
将我死去的那一刻定义为我拥有
了自己全部时间的话袁那么袁我一
直都未曾失去过时间袁而是一直在
获取时间遥 冶这哪里是一个小学生袁
这是一个哲学家遥 但这个哲学家确
实是一个小学生遥

前天袁宁波华天小学 602 班学
生邵梓淇的这篇周记袁 被他任课
老师王老师晒出后袁 迅速在网上
走红袁截至当天晚上 8 点袁已收获
1 万评论尧5 万转发和 10 万点赞袁
并被许多微博大 V 争相转发遥 有
网友自嘲院 我读六年级的时候在

干什么钥
确实袁像邵梓淇这样善于思辨

甚至有些耽于思辨的孩子不是很
多袁但是袁有类似气质和能力的孩
子并非稀有遥 从若干年来跟小孩子
打交道的经历中感觉到袁可能每所
学校每个年级都有这样的孩子袁或
者是男生袁可能是女生遥 这类学生
将来最有可能在艺术创作和人文
领域研究中取得成就遥 邵梓淇或许
是这类少年中比较突出的袁即思考
比同龄孩子更深入尧更成熟袁更善
于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遥

于是就有一个问题院遇到野标
准化冶的考试袁邵梓淇怎么办钥 如果
他的答题不符合标准答案袁标准答
案会放过他吗钥 须知袁标准化考试袁
标准之苛刻袁即使同义词尧近义词袁
都没有选择余地遥 标准化考试代表
一种教育尧教学理念院学生的任务
是记忆尧背诵袁然后根据已经给出
的标准答题袁 谁自主思考谁倒霉遥
而邵梓淇刚好相反遥

王老师告诉记者袁五年级下半
学期开始袁每天中午邵梓淇都会有
一定的冥想时间袁 用来反思自己尧
思考未来的方向袁以及一些自己感
兴趣的事情遥 王老师会把邵梓淇的
作文晒到网上袁 至少她是欣赏尧鼓
励这样的思考和写作的遥 报道还提
到邵梓淇的同学的一篇文章袁说他

如何挑战邵梓淇袁与其辩论遥 这说
明袁 对邵梓淇和其他同学来说袁这
个班级是一个宽松的环境袁学生的
各种思考尧 争论在这里被容纳尧鼓
励遥 如果换一个老师袁或许不能容
忍邵梓淇这样的孩子袁认为他所想
所写不合常规袁用标准化的理念去
要求尧规范邵梓淇袁必然会引起邵
梓淇的反弹袁很难预料事情会闹到
哪一步遥 但是袁学生的成长不能靠
幸运袁不能满足于某几个老师的宽
松尧宽容遥

王老师引用 17世纪法国数学
家尧物理学家尧哲学家尧散文家帕斯
卡的一段话袁给邵梓淇的这篇周记
写下这样的评语院野耶人不过是一根
苇草袁 是自然界里最脆弱的东西袁
但他是一根能思考的苇草遥 我们的
全部尊严就在于能思考遥 爷我很高
兴袁看到了一根苇草在我们班茁壮
成长遥 很荣幸能成为你的老师袁能
得以分享你这些认真而精彩的思
考遥 冶从事教育工作袁最幸福的事情
莫过于师生之间有这样的精神交
流遥 这样的师生互动越多袁说明教
育生态越健康袁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的活力越
是能被充
分释放出
来遥
戎国强

仔细倾听李克强总理的政府
工作报告袁果然是民有所呼袁必有
所应遥

报告引人注目地强调 野优化营
商环境冶遥要求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袁达
到野解放生产力尧提高竞争力袁破障
碍尧去烦苛尧筑坦途袁为市场主体添活
力袁为人民群众增便利冶的高度遥

给企业的野大礼包冶也很具体院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遥
在全国推开野证照分离冶改革袁压缩
企业商标注册周期尧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时间曰决不允许执法者吃拿卡
要曰深入推进野互联网+政务服务冶袁
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袁必须到现
场办的也要力争做到 野只进一扇
门冶尧野最多跑一次冶曰大力推进综合
执法机构机制改革袁着力解决多头
多层重复执法曰清理群众和企业办
事的各类证明袁没有法律法规依据
的一律取消噎噎

这不由让人想起了东北等一
些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较大的一些
省份袁关于营商环境触目惊心的投
诉遥 有民企哭诉项目被盘剥甚至夺
走袁有消费者心惊于无端被宰甚至
被打噎噎

发改委都发话袁指出东北地区
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袁营商环境确
实还存在一定差距袁希望政府部门
在营商环境建设中起带头示范作
用遥 国务院开年第一会研究的主
题袁也是优化营商环境遥 可见兹事
体大遥

为啥优化营商环境这么重要钥

首先袁优化营商环境袁这是针对
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发展瓶颈精准
发力遥 总理在报告中提及 野安不忘
危袁兴不忘忧冶袁清醒认识到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遥 仔细
研究袁其中相当一部分尧甚至可以说
是绝大部分表述袁 都和营商环境欠
优尧 放管服改革滞后有千丝万缕联
系遥比如袁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不够
足袁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袁发展质量和
效益不够高袁 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
企业经营困难袁民间投资增势疲弱袁
部分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曰 政府
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噎噎

由此袁我们不难理解袁为什么
决策层会在全面深化改革重重挑
战面前袁选择优化营商环境做为突
破口之一遥 因为可以解忧纾困遥 凡
事不依法依规袁 衙门习气深重袁只
能靠关系尧靠熟人不靠制度袁到了
手的野金娃娃冶也会飞走袁发展还谈
何动力钥

其次袁优化营商环境袁就是解
放生产力袁 就是提高综合竞争力袁
这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国家发展
的重要软实力遥

要是政府审批不但繁难耗时袁
甚至还有猫腻袁 处处设卡处处为
难袁谁还愿意来投资办企钥 地方经
济还如何发展钥 中国的国际综合竞
争力岂非也要大打折扣钥 由此我们
就能理解袁何以总理一再强调袁野政
府要严守承诺袁 不能新官不理旧
账尧对企业不公平对待或搞地方保
护冶曰野保障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资质

许可尧政府采购尧科技项目尧标准制
定等方面公平待遇袁坚决查处滥用
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
为冶曰野一定要让我们的企业家尧市
场主体真正感觉到营商环境的切
实优化冶曰 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的
最佳投资地噎噎

第三袁优化营商环境袁也是净
化社会风气袁打造法治国家遥

一些地方频频发生的污化营商
环境的事例袁正是对法治的藐视袁对
规则袁对公平正义的破坏遥世界银行
近期发布的 叶2018 年营商环境报
告院改革创造就业曳显示袁中国在全
球 190 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评价
中袁排名第 78位遥 这和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袁 我们不但
落后于名列前十的韩国尧新加坡尧中
国香港袁 还落后于毛里求斯等发展
中国家遥这一评测选取的样本袁还是
北京和上海袁 倘选取欠发达地区做
评测样本袁结果又当如何钥

当然袁这也说明发达地区仍然
存在优化营商环境问题遥 上海最近
就在努力推进优化营商环境袁野政
府公务员要强化服务意识袁当好服
务企业的 耶店小二爷袁 做到有求必
应尧无事不扰遥 冶唱响野店小二精
神冶袁 已成强力推动上海新一轮改
革开放的突破口遥

就全国而言袁上海的营商环境
本已相当不错袁还在野壮士断腕袁刀
刃向内冶袁 通过政府自我革命优化
营商环境遥 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更
须快马加鞭遥 李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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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
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袁明确
提出繁荣文艺创作袁为人民过
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精神食
粮遥群众对精神食粮有什么期
待钥 一言以蔽之袁精神食粮在
精不在多袁 既要选择丰富袁也
要口味好尧有营养遥 就像有全
国政协委员所提出的袁文艺创
作强起来不是多拍几部片子袁
而是要出野高峰冶作品遥

野高峰冶作品意在高质量遥
近年来袁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
猛袁但也存在发展不均衡不充
分的问题袁距离群众需求还有
不小差距遥 仅以电视剧为例袁
我国早就成为全球最大的电
视剧生产国袁但每年约有一半
新剧拍完却因质量问题无法
与观众见面袁 造成产能过剩尧
巨大浪费袁而真正的佳作却凤
毛麟角遥因此袁繁荣文艺创作尧
满足群众需求袁必须坚持高质
量袁让精品佳作越来越多遥

出精品袁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遥 叶国家宝
藏曳叶中国诗词大会曳等综艺圈
粉无数袁叶西游记曳叶红楼梦曳等
经典电视剧人气不减当年袁
叶红海行动曳叶无问西东曳 等电
影口碑与票房野齐飞冶噎噎这
些文艺作品之所以赢得认可袁
就在于切中并满足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要遥我们的时代并

不缺乏可能成为经典的故事和题材袁 只有
离群众生活尧离群众需要更近袁离捞金尧噱
头尧野流量冶尧眼球等更远袁才能打动人心袁为
观众所喜闻乐见遥

出精品袁必须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遥
野凡作传世之文者袁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遥 冶
物质生产需要工匠精神袁 文艺创作同样需
要一丝不苟遥 比如老版叶西游记曳拍摄时缺
钱缺物袁创作人员同吃同住袁历时数载曰比
如文学经典叶平凡的世界曳袁作者呕心沥血尧
孜孜不倦遥 工匠精神所追求的是一种踏实
严谨尧耐心专注尧专业敬业的态度袁它不投
机取巧袁 不急于求成袁 而是强调下 野笨功
夫冶袁精雕细琢遥

所谓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冶袁投入多少
诚意袁就会收获多高的口碑遥文艺创作已走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袁 期待文艺工作者进一
步深入群众尧扎根生活尧精益求精袁着力改
善优秀作品供给不足的局面袁 让高质量的
佳作越来越多遥 夏振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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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正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