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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华 胡亮

新增城镇就业70万人、 重点在10个县
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攻坚、 实现自然村
通水泥（沥青）路2万公里、提高城乡低保标
准和救助水平、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120
万人……今年湖南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许多人眼里“沉甸甸”“有分量”，一个重
要方面就体现在它承诺的民生实事、 深厚
的民生情怀上。

古往今来，中国人笃信“过日子”的淳朴
逻辑。不管是一家一户的小日子，还是国家民
族的大日子， 大家都期待通过奋斗过上更幸
福的好日子。通读此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似乎
更应该为之打“call”：一件件马上要办的民生

实事，既是与老百姓“小日子”密切相关的具体之
事，也是老百姓最关心、最烦心、最忧心的急迫之
事。我们常说“以百姓之心为心”，最重要的就是
始终坚持从这些一点一滴的细微之处抓好民生
问题。

“我了解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
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
事情，大家有许多收获，也有不少操心事、烦心
事。”习近平主席2018年新年贺词言犹在耳，其
中也蕴含了一个深刻道理： 把民生工作做到
位，需要能力，更离不开情怀。试想，倘若一边
是“放管服”改革快马加鞭、一边是“中梗阻”藩
篱枝节横生， 一边是全国跨省医保报销启动、
一边是省内还划分不同类型医保卡，这只会放
大民生问题的短板效应，消解群众的信任感。

令人颇感温暖的是，过去五年，三湘大地
处处回应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精准扶
贫战场波澜壮阔，551万人口告别贫困；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天蓝地绿水清土净的生
活，真实可期；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七
个有所”各项指标在刻度尺上持续攀升，老百
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列出的民生
清单，完成每一桩、每一件都需要打一场“硬
仗”。从两会这个民主政治的殿堂出发，党员干
部激发“看我的”“跟我上”的情怀担当，撸起袖
子挂图作战、各个击破，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
加美好。

杨玉龙

2018年开年，《如果国宝会说话》《极地》
《了不起的匠人3》等国产纪录片爆款频出，延
续了2017年的纪录片热潮。去年，国产纪录片
成绩亮眼，《二十二》 口碑票房双丰收，《本草
中华》《零零后》《寻找手艺》等也引发热议。据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 《2017中
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纪录
片在网络视频用户的偏好中位居第五， 占比
30%，比2016年上升三位。

一段时间以来， 纪录片在人们心中多以
客观写实的内容和中规中矩的表现手法留下
印象，在市场上相对冷门和小众。近两年，一
些纪录片陆续走进院线， 走入荧屏、 视频网
站，其中不少受到观众的好评和推崇，可以说
其正在实现某种程度的华丽转身。

纪录片越来越有魅力，原因何在？首先来自
纪录片本身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 一是故事
性。以《如果国宝会说话》为例，每集5分钟的时间

里，文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观众平等对话，“诉
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传奇，让观众看过后自然
融入到文物的世界里。二是知识性。纪录片的价
值仍在于传递文化与传播知识，《本草中华》便是
代表。三是创新性。以《了不起的匠人3》为例，虽
是传统文化题材的纪录片， 但却做得很时尚，还
提出了“轻纪录片”的概念，在时长、语境、表达方
式以及包装上都更趋向于年轻化。

纪录片的这些变革， 与观众审美品位和
文化需求一拍即合。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不再满足于被影视剧牵着鼻子走、 看明星大
腕在镜头前嬉笑怒骂， 而是在一些社会问题
上追求更理性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 观看纪
录片成了不少人获取知识、 洞悉世事的一项
“高性价比”选择。

很快，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又将启动
“记录新时代”工程，动员、引导纪录片人拍摄
更多、更好的现实题材作品。可以预见，会有
越来越多“有意思”的纪录片出现，满足老百
姓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

微
信
群
变
﹃
赌
窝
﹄，

零
容
忍！

“限时年夜饭”限掉了权利和年味
李英锋

春节临近， 不少市民选择在酒店预订
年夜饭。 记者近日走访多家酒楼、 饭店发
现，虽然距离春节还有十几天，但不少酒店
的年夜饭包间已预订完毕， 甚至 “一桌难
求”，有些商家还作出了“1.5小时内必须吃
完”的规定，超时消费还要收取超时费。

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个年夜饭， 图的就
是痛痛快快拉拉家常、 叙叙亲情、 尽尽孝
道、表表祝福，图的就是一个轻松快乐的氛
围。因此，年夜饭需要慢慢品味、慢慢享受
才更有味道。通常而言，很多人家年夜饭的

占用时间都能达到两三个小时， 甚至更长一
些。如果只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人们在吃年
夜饭时就有了一些压力和顾忌，就有了心事，
就会匆匆忙忙，刻意加快年夜饭的程序，或者
漏掉一些事项。很多该说的话、该敬的酒、该
表示的祝福、 该叙的亲情可能就不到位。“限
时年夜饭”让年味打折，让人有点扫兴。

酒店单方推出的限时年夜饭还限制了
消费者的权利 ， 属于霸王条款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以
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
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 减轻或者免
除经营者责任 、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

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
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实际上 ，近年
来 ，中消协每年都会发出消费提示 ，明确告
知各餐饮企业 ， 年夜饭限时消费属于违法
违规行为 ， 要求企业自动取消年夜饭限时
消费 。一些酒店依然我行我素 ，对年夜饭进
行限时，属于明知故犯。

其实，商家要提升消费轮转速度，要应对
过年时人手紧张 (员工们也有过年回家的需
求 )、用人成本上涨的压力，完全可以在尊重
消费者时间和习惯的前提下， 引导消费者按
批次消费。比如用赠菜、打折、赠优惠券等方
式鼓励消费者加快消费， 或是引导消费者在
自愿的基础上给辛苦服务的服务员一点小
费。这些温和的措施更易被消费者接受，也能
取得一定的效果，更具有可行性。

从小众到被追捧，纪录片为何走红多解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罗志华

近日，有两则“共享”方面的新闻颇耐
人寻味。其一是“床位共享”。某公司开发的
一小程序因提供的“同性拼房”“异性拼房”
模式，以及暗示性宣传语，引发争议。其二
是“共享按摩椅”。辽宁盘锦市火车站二楼
高铁候车室，普通座椅全拆除，换上几百个
付费共享按摩座椅， 扫码8元按摩一次；旅
客反映：不按摩的时候，座椅内的按摩突出

点非常不舒服，硌人后背，不适合久坐候车。
这两种共享模式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

即它们都突破了基本底线。“床位共享” 突破
的是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共享” 这个词再时
髦，也掩盖不了“床位共享”开发者和参与者
的阴暗心理。

“共享按摩椅”则是降低了该有的服务标
准。候车室追逐商业利益，这本身没问题；但
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场合，追逐商业利益，有
着不能侵害到公共利益的前提。按摩，所满足

的是旅客的个性化需求； 而在作为 “城市窗
口”的高铁候车室之类地方，普通标准座椅所
提供的则是基础性公共服务。 共享按摩座椅
的引入，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不能
起“拖后腿”、拉低基础性公共服务水准的负
面作用。

共享是一种很好的创新， 它可以让资源
发挥出更大的效率， 也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很
大的便捷， 还可以减少相关服务的成本。然
而，共享一定要守住法律、道德和不侵犯公共
利益的底线。任何行为只要突破了底线，就不
能算是有益的创新， 只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
果。

共享模式不能无视基本底线

一局游戏5分钟吸金数万元，疯狂投注
者络绎不绝，玩家3个月输得倾家荡产……
媒体日前调查发现， 不法分子借福彩游戏
“北京赛车”名号在微信群赌博，玩起了“地
下时时彩”，私下开盘赌博、坐庄牟利。

与传统网络赌博不同， 新型网络赌博
犯罪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 省去了搭

建服务器、发展会员、洗钱等繁琐的环节，
犯罪门槛变得更低。

治理新型网络赌博犯罪，强化技术层
面治理是关键。微信等平台应有针对性地
开发技术防控预案以及相应的技术措施，
以智能化识别涉赌行为，从而做到精准打
击。 文/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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