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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道远

最近 ，省委 、省人大 、省政府 、
省政协20位领导同志认领了一项
特殊任务———开展“深入贫困地区
解决群众问题 ”专题调研 ，每位省
级领导负责两个贫困县， 走访4个
以上贫困村和10户以上贫困家庭。
任务有明确要求 ：不发通知 、不打
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
奔基层、直插现场。

调查研究是党的优良传统，也
是当前领导干部了解掌握一线实
际工作情况，做好决策的一个重要
方法。如何高质量开展调研牵涉诸
多方面 ，但是做到干净 、纯粹是重
要的前置条件，如果调研的前置条
件走了样，就难以保证调研成果的

真实性和有效性。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意味着

下级无从知晓调研的时间和地点 ，
也就无法提前踩点 ，安排路线 ，这
倒逼着基层将更 多 的 工 夫 和 精
力 ， 放在实打实地抓好平时工作
上 ， 能够有效减少形式主义 。“不
听汇报 ” 对基层撰写汇报材料的
同志而言 ，无疑是一大福音 。他们
无需再为写汇报 材 料 而 加 班 熬
夜 ，殚精竭虑 。同时 ，“不听汇报 ”
也明确传递出了 “拿实效说话 ”的
调研新风 ， 这对地方改进作风也
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不用陪同接
待 ” 则有着诸多正面效应 ： 一方
面 ，当地领导不陪同接待 ，群众更
能放开说实情 、讲真话 ，调研能听
到原汁原味的基层声音 ， 掌握大

量第一手资料 ；另一方面 ，基层工
作繁琐 ，压力大 ，“不用陪同接待 ”
就是不给基层添麻烦 ， 可以让地
方官员一心一意务本职 。 除此之
外 ，“不用陪同接待 ” 还能减少一
笔公务接待开支 。

至于 “直奔基层 、直插现场 ”，
则减少了诸多繁文缛节和场外功
夫，更能实现调研目的，提高效率。

与“四不两直”调研相对比，有
的调研是 “坐着车子转 ，隔着玻璃
看”， 有的是 “层层陪同， 前呼后
拥”，有的是“被调研”“被
安排”……这样的调研充
斥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 ，不仅不能让调研 “开
花结果”，更糟糕的是，浪
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

力 ，饱受民众诟病 ，严重透支了官
员的公信力。

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了深
水区 ， 脱贫攻坚也进入了关键阶
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更需要求
真务实的调研，为决策部署提供科
学参考。因此，对待调研工作，必须
坚持问题导向 、需求导向 ，实事求
是，不避讳问题，不掺水造假。

调研当然有多种方式 ，但 “四
不两直”式的调研应该成为主要的
方式。

王晓龙

春秋时期， 有年冬天， 齐国连下大
雪，齐景公身披狐腋皮袍坐于客厅赏雪。
他对身旁的晏子说：“下了三天雪， 一点
都不冷，这是春暖的时候啦！”晏子看着
皮袍裹得紧紧的景公， 直言：“我听闻古
之贤君， 自己吃饱了要去想想还有人饿
着；自己穿暖了还有人冻着；自己安逸了
还有人累着。可是，你怎么都不去想想
别人啊！”景公被晏子说得羞愧难当。

景公以己度人自然无法体会百姓
疾苦，晏子推己及人显示了清醒理性的
认识。从《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 ”，到 《增广贤文 》中的 “责人之心责
己，恕己之心恕人”，再到《岳阳楼记》中
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推己及人自古以来便是“贤
者”们重要的价值观，更是中华民族宝
贵的精神财富。

推己及人的价值观， 在党员干部执
行政策、 开展工作中不失为一个很好的

“度量衡”。毋庸讳言，当下一些党员干部
在开展工作过程中以己度人多， 推己及
人少。如面对群众诉求时，不是想群众之
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而是以己度人、推诿
扯皮，以自己的主观思考为行事依据；有
些人面对同事请求时， 不是及时伸出援
手解燃眉之急，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推
三阻四、敷衍搪塞；有些纪检干部在进
行作风纠偏时，甚至不放过教师办公桌
上的零食、小说和绿植。正所谓“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党员干部们若
没有推己及人的思维， 就容易在工作中
剑走偏锋，引起人们的反感甚至对立，更
谈不上干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的实绩。

推己及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如同
航船上的风帆、沙漠中的绿洲，于人生
于事业都是极其可贵的，理应成为党员
干部为人民谋幸福的重要尺度。 每个
人 ，不论是对家人 、领导 ，抑或是对群
众、同事，要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他人
的角度和立场想一想。

柏红梅

无论你以前是否了解“二更食堂”，
现在你终于知道它了，当然，你以后再
也看不到它了。

5月13日，“二更” 公号创始人丁丰
就11日“二更食堂”发布“滴滴司机杀害
空姐” 一案的不当推文事件进行了回
应。丁丰除向公众再次致歉外，宣布永
久关停“二更食堂”，同时免去“二更食
堂”创始人李明在二更网络公司的一切
职务。

发生在5月7日凌晨的“滴滴司机杀
害空姐”恶性案件，激起了无数网友的
愤怒， 绝大多数人谴责施暴者的残忍，
追问共享平台安全机制上的漏洞，但个
别自媒体却挑战良知底线，不惜以血腥
的图片和暧昧的文字招徕读者， 赚取
“带血的流量”，而“二更食堂”的表现尤
为无耻。

悲剧背后， 是一条鲜活生命的凋
谢，是一个家庭无法抹去的哀痛，但一
些自媒体却罔顾人伦，沉浸于莫名的亢
奋。如此强烈而震撼的反差，不免使人
悲从中来———“流量为王”的自媒体上，
多少人间惨案，竟只是无谓的谈资？“二
更食堂”沦为众矢之的，也算是“自作自

死”的报应，不过，“吃相难看”的又何止
是单单一个“二更食堂”？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二更食
堂 ”的结局 ，也算是佐证了这样的 “宿
命”“轮回”。它本想“蹭热点”，没想到反
把自己“蹭”成了热点。

出于对流量的追捧，不少自媒体对
热点从不缺席。 遍览各类自媒体教程，
其教授最多的无一例外都是如何“蹭热
点”。问题的关键是，不是所有热点都能
“蹭”，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蹭”。
枉顾新闻事件与专业能力去“蹭”，注定
只是一种纯粹的利益驱使，纵使千般遮
掩、万般扭捏，“吃相”如何能好看得起
来？

当下最流行的游戏，非“吃鸡游戏”
莫属———经历过残酷厮杀之后，幸存者
的电脑屏幕上会蹦出“大吉大利，今晚
吃鸡”的字样，游戏因此而得名。在游戏
者眼中，所有人的生命都不重要，重要
的是自己能否“吃鸡”。这与不少自媒体
人的心态何其相似。

“二更食堂”的遭遇，不过是揭开了
“吃鸡游戏”在自媒体上演的盖子。规范
自媒体运行， 需要制度层面不断完善，
对于普通网民来说，擦亮眼睛，不要轻
易被人“带节奏”才是王道。

马涤明

外皮酥脆、 味道独特的长沙臭
豆腐，是不少人的“心头好”。不过，
臭豆腐的卫生问题也是“吃货”朋友
们很关心的问题。如今好消息来了，
长沙臭豆腐的地方标准即将出台。

与规制烹调方法的地方小吃标
准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长沙臭豆腐
地方标准”， 重点是卤水的标准。卤
水是制作豆腐和一些地方菜不可缺
少的调味料。业内人士称，市面上的
臭豆腐，最大的安全隐患来自卤水。
有的店铺为了尽快发酵会采用动物
性原料，也就是业内所说的“荤料”，
如螺蛳肉、动物内脏等，而动物类原
料的安全隐患大。就此，小吃厨艺专
家呼吁， 应尽快出台臭豆腐地方标
准， 以保证臭豆腐的品质和消费者
健康。

之前一说到地方小吃标准，业
内和公众舆论中都颇有微词： 小吃
制作工艺、食品味道方面的问题，制
定这方面的标准都是多此一举———
消费者认为好吃就去消费， 不好吃
就“用脚投票”，何须相关部门或行
业协会给制定“正宗标准”？去年，有
关方面曾宣布 《湘菜系列地方标
准》，内容涉及原料产地、数量大小、

制作要求、烹调方法，甚至菜品摆盘
都有精确要求。和其他地区的“地方
小吃标准”一样，“湘菜标准”不出意
料地引发了争议。

对“臭豆腐卤水标准 ”，有业内
人士表示， 地方小吃标准不应该对
工艺过程的细节进行控制， 而应该
制定产品本身品质的标准。 笔者认
为，从行政管理逻辑上讲，首先，市
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宜插手；其
次，政府行为应于法有据。政府部门
制定标准对食品制作工艺作硬性规
定，既是对市场的越俎代庖，法律上
也找不到依据。 而对卤水标准———
食品原材料安全问题作硬性规定，
则合理合法， 于法有据。 由此可以
说，“臭豆腐卤水地方标准”的问题，
政府部门管对了。

很多地方小吃的老字号， 在制
作方法上都有自己的祖传秘方，强
制推行管得太宽太细的 “小吃标
准”，难免会与商家的商业机密发生
冲突。 任何部门无权让商家公开配
方， 也无权强制商家放弃祖传配方
去执行你的“标准”。而如果对老字
号放宽政策，则对其他商家不公平。
谁敢说，现在的“小字号”将来做不
成老字号———而不允许人家有自己
的工艺制作方法？

以己度人莫如推己及人

警惕自媒体上演“吃鸡游戏”

让“四不两直”成为调研的主要方式

5月14日早上 ， 四川航空
3U8633航班在从重庆飞往拉
萨时， 发生驾驶舱右座前风挡
玻璃突然破裂脱落的突发事
故。危急时刻，机组成员靠目视
和手动操作， 成功将飞机备降
到成都双流机场。

围绕“川航迫降”，人们用“世

界级迫降”“史诗级迫降” 等词句
表达对英勇果敢的机组人员的敬
意。确实，如果没有多年如一日的
艰苦训练磨砺出的职业素养以及
事发时的沉着冷静， 很难成就这
样的壮举， 而这正是我们所有工
作和事业中最宝贵的东西。

画/左都建 文/建国

多管安全 少管制作方法 新闻漫画

“史诗级迫降”凸显勇毅和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