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近年来，学习作业类APP逐渐
成为教师与学生的教学应用和反
馈通道。教师与家长选择学习作业
类APP的目的， 就是促进孩子学
习，提升作业效率，其标准自然是
干净实用为好。 然而，部分APP打
着帮助学生学习的旗号，吸引大量
用户后， 再在其中夹带各种私货，
诸如内置游戏、娱乐等，有的甚至

裹挟有不雅、性暗示等内容。
显然， 这种为牟一己私利而

全然不顾学生身心健康的做法 ，
是对法律底线、 公序良俗的公然
践踏。有关部门有必要前置监管，
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 划定这类
APP的内容边界， 禁止 “藏污纳
垢”。

文/江德斌 图/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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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厚廷 戴先任

今年10月17日， 是我国第5个
扶贫日 ,也是第26个国际消除贫困
日。 当前，我国正在面临脱贫大考，
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所有贫困地
区和贫困人口脱贫，一道迈入全面
小康社会，时间非常紧迫。 虽然，到
目前为止，扶贫工作已取得了一些
成绩，但 “行百里者半九十 ”，脱贫
攻坚的“后半程 ”任务仍然十分艰
巨。

脱贫攻坚工作涉及的内容广、
任务重，只有层层落实责任 ，层层
传导压力， 进一步细化各级责任，

真正做到责任到人、 任务上肩，形
成以上率下、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的责任体系，才能在最后关头巩固
胜利果实。 但一些单位、部门事无
巨细，动辄下发文书、表格，着实是
“为精准而精准”，让基层党员干部
难堪其扰。 因此，必须建立更加科
学有效的动态化考核机制，不给形
式主义者留下钻空子的机会，这样
的扶贫才能走好“后半程”。

脱贫攻坚 ， 既要去除贫困存
量，更要遏制增量 ，这样才能巩固
脱贫成果，防止贫困反弹。 其实，贫
困群体与贫困边缘人群之间并没
有泾渭分明的区别，今天尚处温饱

状态的人，明天就可能因为一场意
外而返贫。 如果扶贫工作只是简单
“输血”，扶贫却不扶志 ，这反倒会
让被扶助者失去脱贫致富的动力。
因此，“扶贫+防贫”，才可能让贫困
群众脱得出、稳得住 ，才能扩大与
巩固扶贫战果，让广大贫困群众切
实共享发展红利。

近年来，扶贫领域的腐败现象
屡见不鲜，全国各地查处曝光的扶
贫资金贪腐事件频发，说明扶贫领
域的反腐工作依然还存在薄弱环
节，扶贫领域的腐败严重损害了贫
困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了人
民群众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在脱

贫攻坚的“后半程”，党员干部要以
一寸不让、 一抓到底的坚定决心，
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
效提升群众获得感，方能确保如期
保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回首过去五年，脱贫攻坚力度
之大、规模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
有 。 但越是到脱贫攻坚的紧要关
头，越不能松懈，越要有攻城拔寨、
越沟迈壑的勇毅和笃行。 这既要求
我们有全面系统的解决方案，也需
要所有人做出持久艰苦的努力，唯
其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如此庞大人
口群体的贫困问题。

徐剑锋

本月15日，2018全国森林城市建设
座谈会在深圳市召开，会上宣布了2018
年“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批准决定。 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为全国30个少数
民族自治州中第一个获此称号的城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正式获批
“国家森林城市”，自此，这个少数民族
自治州又多了一块闪亮的金字招牌，又
添了一张厚重的城市名片，湘西的知名
度、美誉度和竞争力有了新的提升。

绿色是湘西经久不变的主色调。近几
年来，自治州树立科学发展、生态优先理
念，通过持续的“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
拥抱森林”，不断增加“绿量”，提高生态品
质，让群众赢得绿色收益、享受绿色生活。
森林覆盖率70.24%、通道绿化率83%、水岸
绿化率86.11%，“神秘湘西， 梦里边城”已
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养眼、养肺、养心之地
和宜居、宜游、宜业、宜养之城……这表
明，“创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凸

显。 今日之湘西，推窗见绿、出门见园、行
路见荫， 一片片森林彰显着生态宜居，一
块块绿色展示着美好未来。

获批“国家森林城市”可喜可贺，但
森林城市建设没有“休止符”。 我们需要
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创森”不仅是一场
突击战，不单纯为拿块牌子，更是一场
生态文明建设的持久战。站在新的起点
上， 我们有理由为湘西的荣誉欢欣鼓
舞， 但更要冷静倾听群众对生态建设、
绿色家园发展的新期待，并从中获得向
上不断攀升的动力， 进一步夯实基础、
提升水准，一步一个脚印、一场接着一
场攻坚，持之以恒地推动森林和城市融
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让每一个
湘西人都能看到绿色、闻到花香、听到
鸟鸣，让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荣膺“国家森林城市 ”称号既是一
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希望自治州以
此次成功“创森”为契机，在更高起点、
更高水平上不断巩固扩大成果，持续提
高城市舒适度、宜居度和群众满意度。

向秋

“请各单位下载文件后组织学习，收
到回复”“收到”……每天，打开微信群、
QQ群回复上级通知、汇报工作进度已成
为党政机关干部们的日常工作之一。 近
年来，机关大大小小的工作任务，基本都
通过QQ、微信工作群平台分派下达。

这种先进的社交平台，既有方便快
捷之利，也让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QQ、
微信工作群过多过滥，影响到基层干部
工作开展，成为其不小负担。 有的基层
干部反映：机关每开始一项工作，自己
就要加入一个群，以至加入了几十个大
大小小的群。 每次打开手机，因为怕漏
掉重要工作信息，自己不得不逐一刷完
群消息，一晃，时间已过去了大半天。 还
有的基层干部表示： 上面布置工作，处
理完毕后还要拍照发群里，留下工作痕
迹，实在让人应接不暇。

在网络时代，党政机关建QQ、微信
工作群，能方便工作交流，缩短上传下
达时间，实现资源共享、动态监督。 从这
个角度来看，用现代化办公工具提高工

作效率本是好事。 但凡事须有度，如果
每项工作都建立工作群，基层干部整天
在工作群上忙碌，就没有更多时间精力
落实工作，会让建群的初衷变味、走形，
成为形式主义的新变种。 所以说，党政
机关QQ、 微信工作群不是不可以建和
用，而是应该趋利除弊，重视和解决里
面的形式主义等问题，不让其给基层干
部添忙添乱。

做好党政机关QQ、 微信工作群的
“减法”，一要定好位。 工作群要严格定
位于 “工作”， 非工作性质的群一律不
建， 在群里不得发送与工作无关的信
息，谈论与工作无关的话题。 二要“同类
项合并”。 跨多个部门的工作，同类的工
作，没必要建多个群，可以将其合并为
一个群，努力把机关工作群的数量减下
来。 三要变“线上”飞为“线下”跑。 党政
机关各种工作群只是工作手段，而不是
工作本身，不能代替调查研究，不能代
替与人民群众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党政
机关干部要多到现场看， 多见具体事，
多听群众说，才能真正转作风，真正沉
下身子为民服务。

史洪举

近日，浙江义乌一位老人驾驶
电动车逆行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
奔驰车。 得知车损高达4万元之巨，
老人希望交警体谅他家境一般，把
责任认定给奔驰车主，而一旁的奔
驰车主居然也表示认同，愿意承担
责任，从保险公司走理赔程序。 交
警了解事件真相后，拒绝了他们的
请求，最终认定骑电动车的老人负
事故的全责，费用由其承担。

现实生活中， 电动自行车、普
通汽车撞了高档车的交通事故并
不鲜见。 很多类似交通事故似乎还
会产生喜剧效果，譬如多数豪车车

主心地善良，原谅了有责任的肇事
方。 表面看来，这种免去弱势肇事
者赔偿责任的结果似乎皆大欢喜。
但实际上，这种无原则的“妥协”和
谅解并不利于规则的树立，并且悖
逆了法律事实，可能侵犯第三方的
合法权益。 因此，该事件中，交警明
确拒绝“和稀泥”的做法值得肯定。

根据有关交通事故和保险理赔
方面的法律法规，车辆投保车辆损失
险后，一旦发生事故，受害方既可向
有责任的对方索赔，也可由保险公司
先行理赔。 保险公司赔偿后，有权向

有责任的肇事方追偿。具体到上述交
通事故，如果交警实事求是认定奔驰
车主无责任，即便奔驰车主先向保险
公司理赔而不要求老人承担，保险公
司在承担责任后也应向最终的责任
承担者老人追偿。 而在事故双方“私
了”要求下，如果判定奔驰车全责的
话， 其损失只能由保险公司承担，真
正的责任方就完全撇清了责任。

由此可见，奔驰车主是慷保险公
司之慨，甚至可以说，事故双方有合
谋欺骗保险公司的嫌疑，其行为不仅
不值得点赞，相反应受到谴责。 或者

说， 如果奔驰车主真的想做慈善的
话， 也应该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以
自行承担损失来免除肇事方责任，而
非将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

总之 ， 弱势群体固然值得保
护，但这种保护应该建立在是非对
错分明的基础上，否则就会引发负
面示范效应 ，让 “我弱我有理 ”，以
弱欺人成为部分人谋取不法利益
的手段。 作为执法机关，理直气壮
拒绝“和稀泥”，这样才能让犯错者
切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让守规则
者有底气维护权益。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是荣誉更是责任

要学会做QQ、微信工作群的“减法”

扶贫之路“行百里者半九十”

执法机关就该明确拒绝“和稀泥”

学习作业类APP
不可“藏污纳垢”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