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5日至16日，遵义市代表
团赴珠海学习考察，开展东西部协
作和对口合作工作。其间，两市召
开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2月17日
《遵义日报》）

自2021年3月对口帮扶遵义
以来，珠海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企业
用心用情用力推进各项帮扶工作，为
推动遵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两地弹好协同、合作、
帮带、促进的协奏曲，找到双方共鸣
点，不断续写山海情。

大道通百业兴。两地从制定形

成《珠海·遵义“十四五”东西部协作协
议》，明确协作工作重点，强化目标导
向，加快推进两地合作及意向项目落
地，到积极探索建立东西部劳务协作
新模式，助力遵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从启动“设计品牌赋能珠遵协作”
服务包，助力遵义各类农特产品营销
提效升级，到农产品走上云端，黔货
出山入海，再到有针对性地协作，牵
好线、搭好桥、同发展，珠遵两地携手
共画最大最美同心圆。

立足“遵义所需、珠海所能”和
“珠海所需、遵义所能”，两地深度互

访互动，建立帮扶协作机制，在人才
交流、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
作、社会事业等方面加强协作。珠海
还将同遵义一道，以融入和参与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牢牢牵住产业
发展“牛鼻子”，加快粤黔协作珠遵产
业园建设进度，积极探索推进经贸通
道建设，进一步促进两市产业对接、
技术合作、信息互通、市场共享等，共
同书写珠遵“携手”新篇。

从单一协作到深度融合，遵义、
珠海两地不断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
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把握好供需关系，突出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用“放大镜”精准
捕捉扬优势、补齐短板携手前行，以

“显微镜”精准诊断抓机遇、密切配合
扶优项，拿“望远镜”精准瞄向可持续
发展点，大力推进重点特色产品建
设，实现“你来协作”为“我们共赢”，
变“为我发展”为“共同发展”，创造了
更多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以东西部协作为契机，珠遵
“携手”正推动着两地区域协调发
展、协同发展，共同书写两地发展
新篇。

不以山海为远 同写发展新篇

◇王志军

◇余志勇

◇王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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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潮澎湃，砥砺奋发。近日，由中宣部统一部署、

中央网信办主办的“团结奋进新征程 奋楫扬帆再出

发”2023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发布启

动仪式举行。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时间的
书页不断掀开，发展的命题日新月
异。今天，中国再次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新征程，这是充满光荣与
梦想的远征。2023年网上重大主
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是号角，是
引领，是行动，让我们更加深切地感
知一个火热的中国、奋进的中国、立
体的中国和精彩的中国。

6大篇章、225个项目，贯穿全
年、融通中外，全媒呈现、全景展示、
全新格局，新时代的壮美画卷、新征
程的恢宏篇章，将随着活动深入推
进跃然网上、激荡指尖，凝聚团结奋
斗力量，汇聚同心同向信心。以网
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为
契机，陆续推出一批接地气、聚人
气、有情感、有温度的精品佳作，讲

好讲透新时代中国故事，护航网络
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

推进网上内容建设，还体现于
主题的魅力。这些主题策划，以深
刻有力的思想理论启发人，以彪炳
史册的显著成就鼓舞人，以欣欣向荣
的奋斗场景感染人，以生动有趣的奋
斗故事激励人，网上正面宣传和舆论
引导就能进一步提升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时代风云一“屏”书，一字一句
总关情。当前，互联网正迎来更加
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
展空间。随着2023年网上重大主
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活动的深
入推进，诗意浪漫、活力四射、多彩
立体的中国“跃然”网上，必将推动

“正能量”澎湃在线、“中国号”御风
向前。

共赴“春天之约”

向“网”美好未来
江 珊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
“信息爆炸”时代，众声喧哗之
时，做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
大议题设置，让主流价值占领网
络舆论高地显得尤为迫切。以
重大主题展现活力的中国，在

“万山磅礴看主峰”的重磅策划
中，感受领袖风范、感触人民情
怀；在“学习”品牌矩阵中，感悟
真理、启迪世界；在“天下一家
命运与共”中，感受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中国倡议；在“凡人微光”

“星火成炬”等栏目中，记录美好
生活、彰显人间温暖……借由一
个个重大主题、重大议题，中国
社会的蒸蒸日上，多元立体的中
国形象得以呈现。

以重大主题展现中国形象，
汇聚于传播的合力。这一活动

把新闻网站、商业网络平台、网
络正能量人士等齐聚一起，他们
共同参与、共同见证、共同记录，
参与主体的多元与国际传播的
维度相互融合，让好声音、主旋
律越来越响亮。

唯有笃行不怠，方能“开花
结果”。做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
和重大议题设置，要紧跟时代，
也要守正创新，还要着眼未来。
确保主旋律在最有活力的领域

“不缺席”、在最受欢迎的地方
“不落伍”，就要开动脑筋、打开
思路、拓展视野，聚焦“爆款”“破
圈”产品，让一系列新颖鲜活接
地气、昂扬向上有朝气的作品竞
相开放，让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让向上向善的声音成为网上主
旋律。

用网络上善之力

为“奋进中国”喝彩
乐 兵

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章节
中，出现了“严厉打击盗挖黑土、
电捕蚯蚓等破坏土壤行为”的文
字表述。一条小小的蚯蚓，出现
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这让小小的
蚯蚓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野生蚯蚓，被称为“生态系统
工程师”，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的
重要部分。土壤里一旦失去蚯
蚓，可能会导致板结化等问题。
反过来，土壤质量如何，又会影响

蚯蚓种群的繁衍。因此，野生蚯
蚓的数量与土壤的质量相互依
存，不可分割。

近年来，由于市场特别是中
药材市场对野生蚯蚓需求旺盛，
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法
分子利用“电蚯蚓机”等设备，对
野生蚯蚓进行“灭绝式”捕捉，导
致蚯蚓数量急剧下降，破坏了土
壤生态环境，进而严重影响到农
作物产量。近期，农业农村部等7
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强野生蚯蚓

保护改善土壤生态环境的通知》，
剑指诱捕野生蚯蚓的非法行为。

中央一号文件向全社会郑重
发出“严厉打击电捕蚯蚓”的号
令，意味着依法治理“电捕蚯蚓”
迈入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严
厉打击和有效治理“电捕蚯蚓”，
需要相关部门依据职责和法律法
规加强监管，大力整治非法捕杀、
收购、加工野生蚯蚓乱象，也要持
续加强对网络交易平台、商品交
易市场的监管，及时下架捕杀野

生蚯蚓的产品和设备。还要通过
以案说法、全媒体覆盖等形式，加
强宣传和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
升公众保护野生蚯蚓的意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方
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守住十
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
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小
小蚯蚓写进中央一号文件，意味
着我国追求耕地“更加健康、更加
绿色”的时代已经到来。

小小蚯蚓为何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小小蚯蚓为何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

网络化时代，横亘在很多老年人面前的“数字鸿
沟”备受关注，而预约制度下，老年人面临的参观难、
游览难、看病难，是“数字鸿沟”的一个具体表现。

预约制和线上化，是大势所趋。但越是如此，越
需要对“跟不上”的群体有更多人性化的照顾。这就
需要在实施过程中，植入更多包容、友好、普惠的底
色，人性化地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而最好的解决
办法，就是在坚持预约制的同时，也保留人工售票通
道，为老年人预留门票以及名额，充分保障好老年人
的权益。

（苑广阔）

网络预约制
莫把老人拒之门外

陈彦霖陈彦霖 绘绘

◇鱼 予

文明大家谈

“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要反
对！”近日，遵义市汇川区大连路
街道易格孔社区网格员、联户
长到辖区居民家中上门走访，
发放抵制滥办酒席倡议书，为
居民讲解不良风俗、酒席乱办
带来的危害，并引导居民签订
抵制滥办酒席承诺书。（2月17
日《遵义日报》）

乡风民俗反映了人民物质精
神生活，更是反映地方发展、社情
民情、时代风貌的窗口。为有效
遏制违规滥办酒席不正之风，易
格孔社区充分运用“一中心一张
网十联户”“党小组+网格员+联
户长”社会治理机制作用，切实规
范办酒行为、减轻群众负担，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从酒风盛行到新
风劲吹，让文明新风融入群众的
日常生活，在提升移风易俗治理
效能上见真章求实效，才能提振

群众精气神、孕育社会好风尚，形
成了一个“共治共建共享”的良好
氛围，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有优良的社会好风尚，才会
有文明新风。唯有不断扬弃陋
俗，才会不断促进社会进步。抵
制滥办酒席看似是个人的家事、
私事，实则带有较强的社会属性，
影响乡风民风社风。

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
风是势在必行的，也是循序渐进
的。倡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
生活理念，弘扬勤俭节约优良
传统，加快移风易俗，人人都是
受益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只
要以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
举措，加大治理力度，做好滋润
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
作，就能在铸魂塑形中持续释放
移风易俗的内在魅力，让文明新风
润泽幸福感。

移风易俗舒展城乡文明画卷

备受舆论关注的报考公务员
“35岁及以下”年龄门槛限制，今
年多地有了变化。据不完全统
计，近些年已有约10个省份将部
分岗位年龄调整为 40 周岁以
下。（2月21日《上观新闻》）

近年来，关于“年龄歧视”的报
道，在不少行业都客观存在。也因
为这样，很多人都有“35 岁焦虑
症”。在这样的现实下，即将开启
的省考则做了一些积极的改进和

大胆的尝试：据不完全统计，河南、
贵州、天津、湖北、江西、广西、四
川、云南、重庆、内蒙古10个省份，
近些年放宽了部分岗位的年龄限
制。这样的事情，对于纠偏全社会
的“年龄歧视”而言，释放出积极的
信号。

可以肯定的是，省考放开年龄
限制是好事，这也从侧面体现出
国家在扩大就业上的决心。之
前，公务员录用要求在 35 岁以

下，如今的松动，一方面具有一
定的引导作用，对各大企业招考
而言，也可以以此作为参照。另
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消除年龄歧
视，营造更加公平与公正的社会
环境。所有岗位一刀切地进行

“年龄限制”，并不符合很多岗位
的现实需求，“松动”也更加契合
民意。

其实，公考的年龄限制也早已
引起各方关注。比如，在去年的全

国两会上，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温
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就提出“解除
35岁职场恐惧，修订国家公务员
报考年龄限制”的建议。这一建
议，也让许多人产生了共鸣。

“省考放宽年龄限制”，具有
样本价值。希望这样的“放宽”能
掀起必要的蝴蝶效应，让更加公
平公正的就业环境成为常态。而
这，也应是我们审视“省考放宽年
龄限制”的最终落脚点。

公考放宽年龄限制具有样本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