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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庸兴

某地因项目建设需征用农户土地， 其中
农户老李的工作最难做。 镇里先后派两拨干
部上门，方法不同，效果大不一样。

第一拨干部去做工作， 手里拿着县里的
文件说：“三天时间将果树全砍掉， 这是上面
规定的， 如果你不同意征用， 我们有强制措
施！”老李听后，怒气一下上来了：“好吧，那我
就等你们来强制征用！” 第二拨干部上门后，
先没提土地征用的事，而是与老李拉家常。虽
然老李仍阴沉着脸，爱理不理的，可干部没摆
一点架子，语气很亲切。渐渐地，老李的脸上
“阴转晴”了。几位干部耐心地解释项目建设

的重要性，表示可以帮助联系，把老李的果树
当景观树卖掉，征用补助照给，还能增加点收
入。老李内心一阵感激，最终同意将果树移栽
一部分、 卖掉一部分。 一个老大难的征用问
题， 在几位干部耐心细致的工作下， 迎刃而
解。

实际上，不只是征地问题，许多问题的破
解都存在类似情况。问题看似不大、不复杂 ，
可绕来绕去总也没有解决办法， 但有时换一
个干部或一种思路来解决， 就很容易。 这说
明，遇到事情瞎干蛮干不行，但一味逃避 、以
畏难情绪消极应对， 无疑对于解决问题毫无
意义。 个别干部总是强调客观， 总是强调困
难，会让问题和矛盾在“束手无策”中越积越

大，一些重要发展机遇会在“无所作为 ”中白
白丧失掉。

“有办法的干部 ”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很
有讲究 。首先要真心诚意 、和气地与群众交
流，不到万不得已时，千万别说“强制”二字 ；
其次要带着感情去做工作，只有把群众当朋
友，群众才会将你当朋友，话就谈得投机了 ；
三是即使有红头文件或法律规定 ，也不要显
得 “理直气壮 ”，要多说顺耳的话 ，多讲群众
听得进的语言，“理直气顺 ”， 许多看似不能
解决的问题就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的
干部如果在干工作的时候都能够多想想办
法 ，困难就会越来越少 ，群众的满意度也会
越来越高。

唐卫毅

一边打破部门间信息孤岛， 一边 “捏
合”散落在各行政机关的“数据碎片”，绘制
出每个企业和个人完整的信用档案———日
前， 天津上线启用了全国唯一全覆盖并实
现联合惩戒的数字化监管系统。

天津启用的这个监管系统，被称为“系
统警察”，其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打通了
行政机关部门间的信息壁垒， 实现了信息
数据资源的整合； 二是进一步推动了联合
奖惩工作机制的落实， 使惩戒和奖励信息
得以无障碍流通。 特别可贵的是这套系统
通过强化联合监管平台的数据归集能力，
实现了各行政机关对失信 “黑名单” 的共
享，在记录违法违规信息、递送联合惩戒信
息、 依法实施联合惩戒措施方面提高了针
对性和有效性， 达到了信息数据利用的最
大化。

信用建设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枚 “试

金石”。社会信用越强，说明社会秩序越好，
文明程度越高。反之，社会信用糟糕，就会
人为制造很多矛盾纠纷， 阻碍社会文明进
步发展。受利益驱使，一些企业、个人不讲
信用，甚至拿信用当儿戏，各种版本的“老
赖”层出不穷，“老赖”群体的存在导致社会
“信用危机”居高难下。

“老赖”之所以无所顾忌，关键在于社
会信用惩戒机制不完善。近年来，国家和地
方层面相继出台了很多惩治“老赖”的政策
和措施，但因为各自为政、缺乏信息数据的
整合，常被一些“老赖”钻空子。而此次天津
市推出“系统警察”，可有效堵死“老赖”轻
松逃脱的漏洞，实现对“老赖”的全程跟踪
和定位， 在实施联合惩戒上也将发挥重要
作用。

这一好方法应在全国普及， 直至实现
全国联网，以信息数据的全覆盖、全收集，
让“老赖”躲无可躲、寸步难行，从而大幅提
升全社会的诚信指数。

何勇海

近日有合肥市民反映， 一些公办幼儿园
存在以开办“亲子班”变相“兜售”入园“优先
权”的现象，以“预定”直升幼儿园小班名额收
取费用数千元一学期。

从记者的调查来看 ，这种 “亲子班 ”其实
就是“占坑班”。它招收对象是一岁半到三岁
的孩子，每周上一二次课，每学期学费分别为
5000元到7000多元。上了“亲子班”基本上保证
了入园优先权。

其实早在2011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
政部就联合印发了 《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

法》，严禁以开办实验班、兴趣班、“亲子班”等
特色教育为名，在保教费外向家长另行收取费
用。公办幼儿园设置的“亲子班”，无疑成了幼
儿园敛财工具，大大增加了家庭教育成本与经
济负担。

不上“亲子班”，就难入硬件设施较好、师
资水平较高的公办幼儿园， 这一现象的本质
是在制造新的教育不公。“亲子班”收费昂贵，
无疑成了比拼金钱的游戏， 当金钱成为公办
幼儿园招生的最大筹码时， 那些拼不起金钱
的孩子又到哪里享受优质教育？

对于公办幼儿园以开设“亲子班”变相兜
售入园优先权，相关部门应当坚决查处。不管

是政府投资兴办的公办幼儿园， 还是国有企
事业单位创办的公办性质幼儿园， 都不应将
“亲子班”与招生挂钩，这样才能更好维护“就
近入园”的红线，才能防止公办学前教育沦为
市场化、商业化的金钱游戏，才能避免腐败现
象从中滋生。

公办幼儿园将高价“亲子班”当作入园敲门
砖的做法， 其深层根源在于公众对优质学前教
育资源的普遍需求与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严重短
缺之间的矛盾。因此，各地相关部门要拿出足够
的资金投入到学前教育， 扩建发展一大批公办
幼儿园，在对待公办幼儿园上少“锦上添花”、多
“雪中送炭”。

孙维国

眼下，各省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考生们
正从紧张忙碌的应考氛围中解脱出来，准
备迎接另一个全新的开始。 对于考生们而
言， 后高考时期怎么过？ 如何迎接大学生
活？在这个特殊暑假应制订什么计划？这些
都是重要的现实问题。

不少考生早有安排，比如选择外出旅
行 、同学聚会等方式放松身心 。适当放松
当然可以 ，但比放松更为重要的是 ，好好
利用暑假时间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早
做准备 。大多考生从小学到高中 ，已经习
惯了紧凑的课程 、紧张的学习气氛 ，生活
基本上由家长安排包办 。进入大学后 ，一
切都是新奇美好的 ， 相比紧张的高中生
活 ， 大学生活要相对自
由 。于是会有相当一部分
学生在人际交往 、饮食住
宿 、学习安排等方面出现
各种不适应 ，尤其是怎样
与同学 、老师 、室友和谐
相处可能成为学生们的
困惑 。 同在一间教室上
课 ， 同在一间宿舍住宿 ，
有摩擦有矛盾无可避免 ，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并无
可怕之处 ，问题的关键是
如何合理化解 。如果与人
相处的能力强 ，就能正确

应对 、有效化解摩擦和矛盾 ，跟同学实现
和谐相处 。但现实是 ，许多刚刚进入大学
校园的学生 ， 与人相处的能力还相当欠
缺 。 近几年发生在大学生之间的一些恶
性事件 ， 就与他们的处世教育欠缺很有
关系。

正因为如此 ， 家长们可充分利用暑
假这段时间 ，培养 “准大学生们 ”与人相
处之道 ，为融入大学生活做准备 ，这是最
重要的 “后高考培训 ”。此中关键 ，就是教
育孩子学会包容 、尊重 、友善 、诚信 、谅
解 、责任 、感恩等正确为人处世之道的核
心内容 。虽然相处之道需要长期修炼 ，但
有意识地 “未雨绸缪 ”，必将让孩子大受
裨益 ，使他们缩短融入大学生活的 “适应
期”。近日，浙江宁波一女子不慎

丢失手机。拾到手机的大妈要求
给付2000元报酬方可归还，两人
因报酬数额存在分歧协商未果。
见失主报警，大妈直接将手机摔
碎。

按国家法律，拾得遗失物应
当归还失主。将拾得物作为筹码
索要酬金行为，民法上称为“取
得不当利益”。 这位大妈索酬不
成怒摔手机更是赤裸裸的违法
行为。 画/陶小莫 文/奇艺

做“有办法的干部”

相处之道是最重要的
“后高考培训”

让“系统警察”
发挥惩戒“老赖”神威

“亲子班”何以变为“占坑班”

新闻漫画

拾物索酬
失德又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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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72 7 9 6 5 7 5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5404644.67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68 2 7 5
排列 5 18168 2 7 5 2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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