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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思平

近日， 福建某单位向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督导组汇报成果时称 ，本
单位有一领导十年来找部下谈心多达
3268次。 督导组的同志反问道：“这个
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面对诘问，
汇报者一脸尴尬，半天说不清楚。（9月
22日《北京日报》）

点击网络，“十年谈心3268次”，已
经演变成一则冷笑话———次数如此之
多，几乎是每天一次，难道单位领导的
工作就是找人谈心？数据如此之准，似

乎领导身边有专职记录员统计次数 ，
如此做派显然有悖常理。

其实，汇报者的尴尬，并非源于数
字造假的耻感， 而是没料到听者会较
真反问。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算准了听
取汇报者不会提出质疑， 汇报者才敢
信口开河。不过这一次，弄虚作假者撞
到枪口上了。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督导组就是为整治形式主义等不良风
气而来，在他们面前玩数字游戏、搞虚
报浮夸，不仅无法蒙混过关，还会适得
其反，暴露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

当浮夸汇报成为一种习惯，数字造假

变得毫无顾虑时， 其背后的成因值得警
惕：“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几成潜规则，某
些浮夸虚报的官员因“政绩漂亮”而平步
青云， 部分实事求是者反而原地踏步；数
字造假之所以有存在的空间，离不开“上
有所好”的诱因。如果听取汇报时能多一
点质疑精神， 核实情况时多一分求实态
度，造假者也断不至于肆无忌惮吧。

杜绝数字造假，不由得联想到那则
“老外赶牛”的经典故事：联合国粮农组
织中国皖南农业项目主任布莱格先生
在某县考察扶贫款项落实情况时，找到
了一位用扶贫款饲养5头牛的村民。当

他拿过牛鞭，赶着两头大黄牛在田地转
了几圈， 见其余3头小黄牛也始终跟在
后面，不肯各奔东西，这才露出了笑脸。
面对百思不解的当地领导，布莱格先生
解释道：“那5头牛如果始终跑在一起，就
证明都是主人家的； 如果各奔东西，就
很有可能是为了应付检查而临时凑合
的。”这个办法是否科学，笔者虽说不准，
但老外较真的作风值得借鉴。

弄虚作假，是作风建设的“天敌”。
只有实事求是地检查 、考核 、验收 、督
导，才能杜绝造假者活动的空间，保证
教育实践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沈德良

《十万个为什么》曾是陪伴一
代代人成长的科普巨著。 但最近
开始发售的新版《十万个为什么》
标价竟高达980元，让人有望而却
步之感。（9月23日《新京报》）

一套科普图书动辄近千元 ，
对高收入人群而言， 或许是几条
烟、几瓶酒的开销，但对低收入家
庭而言， 或许就是一个月的生活
费。因此，这些高价图书在启迪儿
童智慧的同时， 也在考验着家长
的钱袋子。

哲人说，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但书价如果高得离谱，超过
了购书者的承受能力， 再好的书
也就只能望而却步了。

少儿读物的奢华之风由来已
久。由于获利丰厚，豪华版少儿图
书早就成为市场主流，动辄上百、
数百元的少儿读物比比皆是 。听
任少儿书籍的奢华之风蔓延 ，将
有更多家境并不宽裕的孩子 ，被
直接挡在阅读的大门外。

出版物匮乏的年代，一套《十万
个为什么》， 自然可以傲视同伦。可
在网络时代， 这样的优势已荡然无
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版《十万个

为什么》的高价位无疑是自断后路。
社会的发展程度并非整齐划

一，家庭的富裕程度也各有差距，
与之对应的图书市场也应呈现出
差异化的格局。 出版社在考虑自
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能不能主
动站在那些家境贫寒的孩子的角
度， 出版一本他们想买又能买得
起的图书？！作为一种承载特殊使
命的特殊商品， 书籍尤其是那些
少儿科普、益智类读物，应以微利
销售， 让更多的普通家庭的孩子
有机会踏上 “人类进步的阶梯”，
进而改变命运，成就梦想。

抵制少儿读物低俗化， 是保
证孩子们读好书，读有益的书；遏
制少儿图书的奢华化， 则关乎孩
子们拥有公平阅读的权利。

有效治理少儿读物的奢华之
风， 不能仅仅寄望于出版社的自
律， 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理应像禁
止豪华包装一样， 减少少儿图书
的过度包装， 进一步降低图书价
格的虚高；如有必要，不妨考虑实
施政府限价之类的措施， 保证让
绝大部分普通家庭买得起少儿图
书；可采取给予政府补贴，鼓励出
版社多出精品， 让更多孩子能阅
读到高质量的少儿图书。

王军荣

过了中秋日， 琳琅满目的月饼就无人
问津了。 即便商家采取大幅打折的促销手
段，也难保月饼被市场完全消化。那些剩下
来的月饼 ，流向了何方 ？业内人士称 ，对此
目前并无有效监管， 下架月饼最终去向全
凭商家的良心。（9月20日《重庆商报 》)
� � � �一般情况下，下架月饼会有四大去处：低
价销售、员工内部解决、出售给糕点店，而过
了保质期的月饼则会集中销毁。这其中，消费
者最担心的是集中销毁这种方式。 谁能保证
百分百销毁？想必，早些年南京冠生园曝光的
陈馅月饼事件，公众不会轻易忘记。

当然 ，商家也知道月饼的 “存活期 ”很
短，他们会根据市场预测生产，但市场的变

化常常难以预期。 今年许多单位不发月饼，
这会大大减少月饼的需求量，很可能会使月
饼的存货量增多。 可面对这些下架月饼，如
果全凭商家的良心处理并不可靠。 毕竟，商
家在商言商，逐利的天性无法避免。缺少了
监管的无缝 ，这样的 “良心 ”兴许就会成为
“黑心”。

因此，这“账”还得监督部门去做。一方
面要主动出击，“紧盯”不放，看看月饼剩余
多少，又是如何处理的，其处理方式最好能
够及时向公众公布；另一方面，也需要给予
商家一些激励措施，毕竟集中销毁，就等于
增加了成本。

下架月饼流向，百姓很糊涂，执法部门
若是站出来指点一二，老百姓也就多了一份
放心。

张梁

中秋假期， 有记者探访北京多处政府
部门家属院， 在部分小区的传达室内仍可
看到尚未被领取的礼品或鲜花， 垃圾桶内
也有不少空月饼盒。但据小区保安介绍，相
比往年， 今年中秋节期间送礼的人明显减
少。（9月22日《新京报》）

这个中秋，可谓是史上对“吃喝送礼”管得
最严的中秋。今年的中秋节，高档月饼变得“烫
手”、公款吃喝显得“扎眼”、电视屏幕变得“冷
清”， 从中央到地方， 一股久违的清风拂面而
来。今年的中秋节，人们仿佛一下子少了很多

吃喝、送礼之劳累，多了爽朗、舒适之惬意，能
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种种迹象表明，今年
遏制“吃喝送礼”确实奏了效，让人们感到中央
出台的有关政策是实打实的，地方执行这些政
策也不是一阵风，没有走过场。

享受了一个清风送爽的中秋节，人们期
待在接下来的国庆、元旦、春节等节日，这样
的政策能够执行得更严厉、更到位。

虽然目前节日吃喝送礼风已得到遏制，
但要做到彻底杜绝， 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不
可能一蹴而就。应当把遏制节日“送礼风”当
成持久战来打，既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
役，又不能时断时续、时紧时松。

河南濮阳市政府大楼里开
了家占地大概100平方米的鲜奶
店， 还有供顾客用餐的桌椅。相
关人士解释，这个房子只是办公
楼前沿， 办公楼南北门各有一
处，南门一直在用，而北门却从
未使用，里面脏乱不堪，出租开
鲜奶店“也算是废物再利用”。（9
月21日《大河报》）

政府大楼开鲜奶店，虽很有
“个性”， 但花花绿绿的商业场
景，显然与肃然有序的政府机关
办公环境极不相符。把政府大楼
的行政功能转变为商业用途，用
来追逐商业利益，也会损害政府
形象。如果如此“废物利用”行得
通，那么其他一些政府大楼是否
也可如法炮制，开餐厅、KTV、蛋
糕店甚至夜总会？

公众不解的是，堂堂政府大
楼何来“废物”建筑？近年来，很
多地方热衷于修建政府大楼，一
座比一座气派， 一座比一座豪
华，一座比一座高耸，修了主楼
建裙楼，建了前厅建后厅，有了
前门还要后门， 如此铺排下去，
富裕办公楼愈加增多，用不了只
能废弃在那里。

政府大楼开鲜奶店是为“废物
利用”，或许只是个美妙托词，说不
定背后还有商家想要攀附权力、官
方想要权力寻租的影子———商家
以能租到政府办公楼做生意为荣，
政府以出租办公楼为生财之道；政
府为商家撑了“脸面”，商家为政府
填了小金库。二者各有所图、各得
其所，岂不快哉！

图/闵汝明文/何勇海

日前，四川省纪委通报了4起
涉及“四风”的典型案例，多名干
部被查处， 雅安市荥经县委书记
蔡中违规决定购置办公用房案名
列其中。经查，去年7月，蔡中提议
并决定由县国资公司以每套360
万元的价格购买某房地产公司10
套别墅， 经装修后用于县委、人
大、政协机关及纪委、政法委等13
个部门办公。

———相比卢氏县的土坯房办
公楼，别墅办公楼格外刺眼。

3年前因大面积烧伤的丽水
市青田县仁庄镇学生高龙鑫，今
年初中毕业后被该县的石门中学
录取。但就在他到该校报到后，因
为相貌难看遭到学校劝退， 无法
继续完成学业， 让这个身心受到
严重伤害的学生受到了二次伤
害。

———学 校教 育 岂 能 以 貌取
人！

临江工业园是广东省级贫困
县紫金县发展新型工业的主战
场，一个号称提升当地产业档次、
打造粤东北和赣南地区标志性商
贸物流中心的省级重点项目，曾
让省、市领导寄予厚望，频频光临
指导。当地政府“甘愿”违法征地
近四千亩， 至今欠下补偿安置未
到位等一屁股烂账。不料数年后，
“崛起”的竟是一片国家明令禁止
的独栋别墅群，早先承诺的“物流
航母”踪影全无。

———一项典型的“领导工程”。
有媒体近日报道称， 吉林农

业大学图书馆设“学习包厢”，学
生支付每年800元的租金，就能得
到完全属于自己的学习位置,且吉
林省内多所大学图书馆都设有这
样的“包厢”。

———本该纯洁的象牙塔 ，怎
么只想到向学生收费。

（点评：任芳）

治一治少儿读物的奢华风

（紧接1版） 特别是许多在台的湖南乡
亲， 全家出动从各地来到台北观看展
览，在展厅流连忘返，很多台湾乡亲给
展馆工作人员送来凤梨酥、太阳饼等台
湾特产，对家乡的浓郁乡情令人难忘。

合作周期间， 湖南广播电视台还
与台湾中天电视台合作，连续4天在中
天娱乐台晚间时段展播《天天向上》、
《奇舞飞扬》、《快乐男声》等4组优秀电
视综艺节目。 这是湖南电视节目首次
登陆台湾媒体进行集中展播。 中天电
视台知名主播卢秀芳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此次电视展播为两岸媒体交流
合作开创了新模式，创下了收视佳绩。

收获丰富的学习之旅

这是一次收获丰富的学习之旅。
在网络化、全球化时代，传统媒体

如何应对新媒体的挑战？ 文化创意产
业如何更好地实现文化与科技、 资源
的结合？如何实现文创产业的生活化？
如何建设、经营文创园区？

带着这些问题，6天的考察学习，
让湖南参访团从中得到了很多深刻启
发。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琳琅满目的
文物衍生商品令人惊叹， 这些衍生商
品每年为博物院盈利7亿元新台币，文
化产业运作模式渐趋成熟； 台北市华
山文创园，前身是一家制酒工厂，如今
规划改造为包含公园绿地、 创意设计
工坊及创意作品展示中心的创意文化
园区， 成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平
台； 台湾联合报系适应新媒体时代的
挑战，推行“数位汇流”战略，以报业为
核心，进行新媒体和多元事业开发，已
成为台湾跨平面、网络、电视的全方位
媒体平台；台湾陶瓷重镇莺歌镇，近年
来在陶瓷产业转型、 产品创新和国际
化方面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台湾法
兰瓷公司，在陶瓷产业方面推行“台北
设计、景德镇制造、全球销售”的战略，
赚得盆满钵满； 还有台湾TVBS电视
台专注电视主业的发展经验， 台湾诚
品书店以文化创意为核心的复合式经
营模式……这些都让参访团感到印象
深刻，耳目一新。

合作周期间， 来自海峡两岸的专
家学者、文创园区、企业代表，还围绕
搭建湘台文化桥梁、 共兴创意产业集
群主题， 交流分享了湘台文创产业的
发展经验与思路心得， 深入探讨了湘
台文化创意产业交流合作的优势和路
径。

参访团中，电视湘军、演艺湘军、
出版湘军、报业湘军的“掌门人”都来

了。 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不约而
同地谈到， 台湾文创产业的内容故事
力、科技创新力、市场营销力很强，我
们应该在市场开发、品牌推广、产业模
式、管理经营等方面，多多借鉴台湾的
成功经验与先进做法。

参访团中，还有部分文创园区、文
创企业的负责人谈到， 技术层面的模
仿、吸收、赶超相对容易，而脑子里的
创意，用钱堆不起来，也速成不了，只
有靠传承、熏陶、积淀、自觉，与整个民
族的文化修养、 国际视野及宽容的社
会环境等形成合力， 才能拓展出文化
创意产业的广阔天地。

精诚交流的合作之旅

这是一次精诚交流的合作之旅。
湖南文化底蕴深厚，文源深、文脉

广、文气足。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
视下，作为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湖
南文化创意产业目前已进入全国第一
方阵， 我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备
了一定的产业基础。

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步较
早，业态丰富，在创意水平、技术基础、
营销经验及国际化程度等方面都有明
显优势。同时，湘台文化同宗同源，既各
具特色，又相辅相成，合作开发空间广
阔，潜力巨大。

湘台文化
合作， 起步较
早， 较有建树，
早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琼瑶
女士就曾牵手
湖南广电合作
拍摄了“六个
梦”系列，首开
两岸合作拍摄
电视剧的先河，
尤其是电视剧
《还珠格格》，更
创造了收视神
话。

合作周期
间，湘台的文创
园区、文创企业
进行了广泛对
接， 结交了朋
友，激发了创意
火花，也达成了
一批合作意向。
长沙望城区与
台湾新北市莺
歌区、长沙文化
产业协会与台

湾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 长沙天心
文化产业园与台北华山文创园区签订
了合作备忘录， 湖南广播电视台与台
湾TVBS电视台签署合作备忘录，湖
南湘绣城等一批湖南文化企业与台湾
相关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湘绣湘瓷湘
茶分团与台湾50多家相关企业机构
建立联系， 初步达成了合作发展或代
理营销意向。 参访团还就台湾三品会
投资湖南发展文创产业进行了深入商
谈。

省财政厅总会计师刘克邦、 湖南
广播电视台台长吕焕斌、 省社科院院
长刘建武、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周发源、
芒果传媒董事长陈刚等参访团成员，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两岸坐拥五
千年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资源
优势， 有着两岸和平发展的天时地利
人和，台湾的人才、技术和营销理念，
加上湖南广阔的文化市场和丰富的文
化资源，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携手
建设文创品牌， 共同弘扬中华优秀文
化。希望以此次合作周为新起点，加快
推动湘台在文化资源、人才、资本、技
术等方面建立互补互惠的共享机制，
加快推动影视合作、媒体交流、出版发
行、文物会展、创意设计、园区共建等
方面的合作， 联手打造更多的文化精
品，共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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