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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兵

“谁是英雄？今天，我们一起寻找”，5月21
日开始， 由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和众多网
络媒体共同发起的 “崇尚英雄 精忠报国”大
型网络互动活动一经发布，就成了“爆款”，点
燃了亿万网民的英雄情结， 增强了各行各业
的报国之志。

英雄者，国之干，族之魂。从精忠报国的
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到拒倭寇于
海外的戚继光、 打败殖民者收复台湾的郑成
功；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张思德、刘
胡兰和“狼牙山五壮士”，到抗美援朝的邱少
云、黄继光；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王
进喜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孔繁森、袁隆平，再到
新时代的航天英雄群体、 维和部队群体……
中华历史的天空，闪烁着无数英雄先烈，他们

构筑起民族精神的万里河山， 让中华民族能
够始终屹立不倒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 淡忘英雄的民
族没有魂。曾几何时，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在
有些人眼里，一心为公、舍生取义的烈士成了
“傻 ”的代名词 、“假 ”的同义语 ；还有人犯嘀
咕，董存瑞要炸的碉堡没有了，黄继光要堵的
枪眼没有了，无私无畏、浴血牺牲这些品质还
有用武之地吗？

肆意歪曲历史、亵渎英雄烈士，既歪曲大众
认知、又伤害公众情感。“崇尚英雄 精忠报国”大
型网络互动活动，必将引起“怎样的人称得上英
雄”的思考，“用什么方式去报国”的讨论。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
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今年5月1日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正式
施行。该法庄严宣告：“国家和人民永远尊崇、

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
和贡献”，为全社会注入新时代见贤思齐、崇尚
英雄、争做先锋的强劲正能量。

崇尚英雄才能精忠报国。崇尚英雄、捍卫英
雄，更要努力成为英雄。新时代的中国，同样需要
英雄精神。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程，更加迫切呼唤
群英荟萃凝聚起精忠报国的强大力量。“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 高举英雄烈士们传递过来的
火把， 新时代的英雄史诗将由我们这一代人书
写，在平凡的工作上成就不平凡的事业，在普通
岗位上实干创新，用自己的奋斗为新时代的中国
增光添彩、书写属于自己的“英雄故事”。

张敬伟

汽车市场再现利好消息。 国务院关税
税则委员会近日印发公告，经国务院批准，
自2018年7月1日起 ， 将税率分别为25%、
20%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15%，降税幅度分
别为 40% 、25% ； 将税率分别为 8% 、10% 、
15%、20%、25%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降至6%，
平均降税幅度为46%。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降低汽
车整车和零部件进口关税， 不仅有助于提
升国内汽车市场的供给质量， 而且能形成
“鲶鱼效应”，倒逼国产汽车企业提升质量，
进而促进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就此而言，
我国降低汽车关税， 并不会带来国内汽车
市场的颠覆性波动， 也不会对大多数国产
汽车品牌的市场区间———经济型汽车带来
负面影响。因此，我国降低汽车整车和零部
件进口关税，反而会收获多重的市场效果。

对消费者而言，不仅有了更多选择，而
且能够买到更多和更便宜的进口汽车。有
机构预测，汽车关税下调后，市场终端的消
费者购买进口汽车的价格将降低 10%左
右。进口车消费总量将由目前120万辆的规
模，提升至150万辆至200万辆的水平，这对
国内机动车消费市场升级， 无疑具有促进

作用。
降低汽车关税， 体现出我国继续开放

和遵守全球多边贸易机制的决心和意志，
给新经济周期的全球市场提供了继续改革
开放的标本。 化石能源的汽车产业也许在
不久的将来有可能被新能源汽车替代，可
以说传统汽车也将成为“夕阳产业”。降低
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关税， 可以让中国汽车
产业和消费者享受传统汽车产业的 “夕阳
余晖”。

这样的“夕阳余晖”对发展中国的汽车
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 是非常必要
的。任何产业的转型升级，新老技术都具有
传承关系。 降低汽车进口关税看似国家财
税的做减法， 但在市场中带来的却是乘法
效应。

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后， 便意味着进口
汽车会出现大幅度降价？不要太乐观，即使
进口汽车关税降至日韩的零关税水平，进
口汽车终端消费价格还会相对较高。 因为
进口汽车， 除了关税， 还有消费税和增值
税， 以及附加的国内经销商利润和各种中
间环节的费用等等。

尽管如此， 进口汽车关税降低也来得
正是时候。降的是关税，收获的却是国际贸
易、国内产业以及终端消费的多重红利。

周丹

近日，中办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
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强调，要满怀热情关心关爱
干部，完善和落实谈心谈话制度，及时为干部
释疑解惑、加油鼓劲。

开展谈心谈话、 及时解开干部思想上的
疙瘩，是新时代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新要求，
是关心关爱干部的新形式。 与干部定期或不
定期地来一次促膝谈心， 就等于开展了一场
“心理治疗”，进行了一场“思想体检”，既能治
“已病”，又能防“未病”。

谈心谈话，“浅尝辄止”易，“刀刀见血”难，
能否通过谈话解开干部思想上的“疙瘩”，既考
验干部的内心敞开程度，也考验谈话者的沟通
交流艺术。如果谈话者生搬硬套，怕丢了面子、
伤了和气、损了关系就避开敏感话题，不谈刺
耳声音，不讲不同意见，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
泥潭，难以自拔。相反，若能在谈话中随机应
变，动真碰硬，揭短亮丑，把问题谈透、把意见
谈深、把批评谈好，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奇效。

现实生活中， 有的组织在开展干部谈心
谈话工作时不及时、 不主动、 不注重方式方
法，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或“慢半拍”，或“马
后炮”，或“说教式”，这样一来，干部的思想疙

瘩不仅没有打开， 反而越长越大， 最终化脓成
疾，身心俱毁。

那么，该如何及时、有效、彻底地解开干部
的 “思想疙瘩 ”呢 ？首先 ，要瞄准谈话的 “时间
点”，对思想抛锚的“问题干部”要主动约谈，及
时约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有效遏制问题蔓
延、传染和恶化；其次，要明确谈话的“可容性”，
给予被谈话者充分的话语权，既可谈自己、谈诉
求，也可谈他人、谈意见，营造畅所欲言的良好
外部环境；再次，要讲究谈话的“艺术性”，综合
运用鼓励激励、 沟通提示、 诫勉批评等多种方
式，实现谏有纳、难有帮、诉有应，确保讲真话、
交真心、得实效；最后，要形成谈话的“常态化”，
完善谈心谈话制度，建立干部谈话的“交心所”，
培养一批“心理学家”式的领导干部，真正谈出
干部心声，谈出创业激情，谈出干事活力。

郭光文

前不久， 某乡召开在外地工作的乡友
代表座谈会议， 参会对象主要是领导干部
和实业精英。工作人员根据领导旨意，按照
官位高低、任职长短以及资产多少、贡献大
小等条件，设置了两排主席台座次。可是会
议开始时， 代表们却发现主席台除了坐着
那些有权有钱的“头面人物”之外，还有一
些“名不见经传”的乡里主要领导的至亲和
故交等，而台下就坐人员寥寥无几。顿时会
场内议论纷纷，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现实生活中， 围绕名字排列的或前或
后和会议座次的台上台下， 发生矛盾的情
形并不鲜见。有的斤斤计较、寸步不让；有
的稍不如意、推倒重来；有的愤愤不平、拂
袖而去；有的甚至恶语伤人、大打出手。凡
此种种，不一而足。

实事求是地说， 召开正式会议特别是
召开重要会议， 为了保证会议庄重有序和
取得实效， 按照会议内容要求和出席人员

身份，设个会议主席台和排个领导座次表，
本来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座
次排得既多且滥———无论是党政机关的领
导干部会议， 还是社团组织的日常工作商
量；无论是各类学校的家长情况交流，还是
广场文艺的联谊晚会活动， 几乎都习惯于
采取 “排排坐 ，吃果果 ”的方式 ，设置主席
台， 安排座次表。 有时主席台一排位置不
够，就坐两排或者三排，弄得台上的“菩萨”
比台下的“信徒”还多，真叫人尴尬无比，啼
笑皆非。 其次是座次排得有失公平———粗
心大意、 颠三倒四排座次者有之； 不讲原
则、感情用事排座次者有之；以人画线、凭
地画圈排座次者有之；拉拉扯扯、团团伙伙
排座次者亦有之。

在会议座次排列上搞花拳绣腿， 既不
能为工作加油鼓劲， 又不能为领导增光添
彩，更不能为群众排忧解难。相反，不仅严
重扭曲了座次排列的初衷， 而且人为拉开
了同志之间的感情， 尤其变相助长了形式
主义的歪风。这样的座次，不排也罢。

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背后的乘法效应

莫让座次排列变了味

崇尚英雄才能精忠报国

巧解干部的“思想疙瘩”

60岁的李师傅到西安市未央区政务服务中心咨
询养老事宜，到了后想喝口水，大厅里放了几台高档
饮水机， 可喝水需要扫二维码才行。 李师傅不会扫
码，最终也没能喝到水。

媒体记者实地体验，这饮水机并非扫码就能喝到水，
而是需要完成七个步骤，否则，这水是断然喝不到的。

到饮水机上倒杯水，轻按按钮就能出水，很简单
的一件事。西安市未央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差钱，购置
的饮水机是高档饮水机，喝口水得分七步走。前来办
理业务的群众想喝口水，既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又要
下载APP，还得用手机注册。

讨口水喝，非得那么折腾？ 图/文 朱慧卿

喝口水，何必那么折腾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