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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年轻的事业

“全车喊话”是公共意识的张扬 及时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全民创新创
业工作，对创新创业者给予了殷
殷关怀和大力支持，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本次两会上，多名
政协委员将目光投向“双创”话
题，对症下药，提出了不少可贵
的建议。（详见本报A04版）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
成为时代的最强音。青年人，作为
最有活力、 最有创造力的人群，
理应用实际行动回应时代最强
音的召唤。诚如省政协委员、共青
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冯海燕所言，
“青年是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群
体，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创新创
业不仅是当代青年自我实现的
内在需求，也是现实经济环境下

国家赋予青年人的历史使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关键

因素还是在“人”———创业的激
情，创新的智慧，都离不开人的
创造活力。有研究表明，人的创
造力在24岁至40岁的年龄段之
间最佳。牛顿发现重力定律时年
方24岁，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时
26岁， 而比尔·盖茨创立微软时
更是年仅19岁。虽然并非每个年
轻人都能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
但如果不在创造力最旺盛的年
纪去做一些自我超越与突破的
尝试， 难免会留下人生的遗憾。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浪
涌，每个青年人从自我价值实现
的立场出发，应当争做“双创”浪
头的弄潮儿，不做“老大徒伤悲”

的落伍者。
于国家而言，当下正处于深

化改革的攻坚阶段， 经济新常
态面临着挑战，也恰逢着机遇。
经济转型期， 各种挑战可能前
所未有， 而各种机遇也可能稍
纵即逝。 在严峻而又复杂的形
势下， 青年人当有突破重围的
使命感与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用智慧与汗水证明自己不负国
家寄望， 也不负青春韶华。当
然， 创新创业者不仅仅是青年
人，但无论是何年纪，创业创新
都需要年轻的朝气、 拼搏的勇
气、敢于打破常规的胆气———从
这一层意义上说，创新创业永远
都是年轻的事业。

但是，年轻不意味着可以莽

撞。“双创”有风险，须尊重知识、
敬畏规律，政府与社会也都有义
务和责任，营造优良的制度与文
化环境， 就像目送年轻人远行，
为“双创”保驾护航。对此，汤浊
委员就提出了“加强‘双创’平台
中风险投资支持体系建设”的建
议。诸如此类的建言，本身就是
创新。 委员们未雨绸缪的建议，
可以降低“双创”的风险，增加成
功的几率， 会激励更多的人参
与、支持“双创”，进而形成良性
循环。 有了制度的支撑与保障，
“双创” 的文化环境也就会在潜
移默化中形成———就如，两会上
委员们热议“双创”话题，不正是
“双创”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么。

■本报评论员 赵强

“为了配合女乘客找回被偷
的钱包，K902路公交车整车的
乘客没有怨言，帮忙喊话感动小
偷，最后小偷自己偷偷将钱包丢
在车厢地板上。”日前，福建泉州
市民邓先生将此事发在微博上，
引来众多网友转发。（1月26日
《东南快报》）

K902公交车上“全车喊话”
这一幕，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什么
是“强势”和“温暖”。小偷在众人
的心理攻势面前交出了钱包，一
度被困扰的失主解开了心结，而
无论车上的乘客还是广大围观

者，显然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正义
的力量。

过去发生的某些个案表明，
公共场合发生的小偷行窃、流氓
作恶等事件，不法之徒之所以有
恃无恐，能够得逞，不少情况下
正是由于或明哲保身，或心存畏
惧，或精神麻木，旁观者“当看
客”、“打酱油”使然。

泉州K902路公交车上女乘
客钱包被偷，附近乘客规劝小偷
交出钱包， 全车乘客纷纷附和，
没有人畏惧遭遇报复，大家苦口
婆心、晓以利害，很快形成强大

的正义声浪，令小偷感受到一股
无形的震慑， 最终钱包失而复
得。“全车喊话”让我们既看到个
体公共意识的张扬，又看到集体
默契背后见义善为的智慧，更深
切地悟出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的正气威力。

此案给我们的启示更在于，
面对形形色色的歪风邪气和违
法犯罪，只要大家都能秉持应有
的社会责任挺身而出， 同仇敌
忾、众志成城，邪恶分子终将望
而却步，进而维护安定、和谐的
公共秩序。 ■范子军

“索罗斯对人民币和港
元的挑战不可能成功———对
此，无须怀疑。”

———《人民日报海外版》
发表评论称， 中国的宏观经
济稳定性远远好于其他金砖
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投资者们有理由质疑美
联储12月加息可能是个错误。”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
部 门 首 席 投 资 官 Bob�
Michele日前表示，美联储总
是在通胀率或者经济增速到
了极高的水平时才加息，但
这次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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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洗澡只能赶上下雨
来个‘天浴’，一只狗上礁
三个月后就疯了，一只猫
上礁不久不捉老鼠了。”

苦,是南沙一个最基本的
“元素”。近日,某集团军副军
长刊文讲述南海守礁生活。

爱的温度：中国脊梁，向
你们致敬。

回忆： 此时的感受不是
感动两个字所能代表的……

心在远方：好文章，传递
正能量， 多些这样的文章才
能鼓舞士气，才能凝聚人心。

直呼蜇：镇守边关的战士
们的生活的确是太艰苦了，希
望国家设立镇守边关勇士基
金，来补偿这些最可爱的人。

微议

来论

远景建议

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大会 徐守盛杜家毫孙金龙等到会

27位省政协常委、委员上台“献策”
本报1月26日讯 今天，省政

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
第三次大会， 听取省政协委员的
大会发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守盛，省委副书记、省长
杜家毫，省领导孙金龙、李微微、
许又声、陈向群、黄兰香率省直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分别听取委
员发言。

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 孙建
国、刘晓，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姜英
宇、 武警湖南总队政委贾龙武、国
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政委刘学
民， 省政协秘书长袁新华出席会
议。第二次大会由省政协副主席王
晓琴、杨维刚、欧阳斌主持。第三次
大会由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赖明
勇、葛洪元主持。

建议建设长沙火宫殿片区

两次大会共有27位省政协常
委、委员上台发言。经济提质、产业
转型、民生改善、“三农”发展……
委员们的意见建议涉及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展现出委员们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良好履职风
貌。骆伟委员代表省政协提案委员
会、致公党湖南省委发言，建议在
“十三五” 期间着力培育壮大高铁

经济，科学进行产业布局，推进高
铁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
动。 王力力委员建议加大长沙市
火宫殿片区规划建设力度， 提升
该片区的文化格局、产业水平、城
市品位。 章洪委员代表省政协文
教卫体委员会发言， 建议坚持多
元主体， 推进学前教育持续健康
发展。 刘春生委员代表民革湖南
省委发言， 提出深化军工企业改
革，加快湖南军民产业深度融合。

建议发展药材产业治贫

何清湖委员代表省政协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发言， 建议通过
发展大宗中药材产业， 为山区治
贫开出一剂“良方”。来自“油茶之
乡”邵阳县的李红平委员认为，引
导油茶产业规模经营， 能为精准
脱贫加“油”。廖炎秋委员建议提
升休闲农业的统筹规划水平、发
展层次、 集群程度和经营管理水
平。 严海文委员提出了整合劳务
资源， 盘活湖南庞大劳力资源的
相关建议。 李序蒙委员代表致公
党湖南省委建议， 加快培育新的
核心产业步伐， 动态配置优势资
源， 突出创新驱动和产业链条延
伸，抢占“十三五”发展先机。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委员
们不仅关注当下湖南发展中的
热点难点问题， 还就事关长远
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真知灼见。
周奇志委员就县城建设绿色
化不足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蒋科荣委员围绕资江经济带
后发赶超， 提出了打造航运
黄金水道等的相关建议。周
海林委员关注智慧湖南建设，
从发展智慧城市、 智慧政务、
智慧民生、 智慧产业多个角度

提出了建议。冯海燕委员代表省
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发言，认
为广大青年群体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主角，应营造良好
氛围点燃他们创业的激情。

■记者 冒蕞

建议打造资江黄金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