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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

魏水石

6月17日， 因在配合首都机场
民警边检时发生纠纷，演艺明星曾
轶可当场爆粗口，之后又两次发微
博将民警信息公之于众，斥责对方
滥用职权———这一事件引发网友
热议。 让曾轶可始料未及的是，本
想避重就轻，以拥有庞大粉丝队伍
的“优势”来左右网上舆论，却反而
受到更为普遍的指责。

先不谈机场警方当时在处理
曾轶可问题上细节是否完美 ，依
法开展边检本身是无可挑剔的 ，
出入境旅客有充分配合的义务 。

曾轶可在过边检时情绪激动不够
配合，恐怕是 “明星病 ”犯了 。据她
讲述 ，她遇到的是 “一副凶煞的嘴
脸 ”“私用职权 ， 不问原因就随意
拘留行人的下级职员 ”，他给 “所
有机场工作人员丢脸 ”、需要 “闭
嘴 ”。 她还草率地将民警的工号 、
照片等信息发到网上 。“你居然不
认识我 、不给面子 ，我就让你在网
上丢脸 、没脸 ”，这大概是曾轶可
没理也不饶人的逻辑。

众所周知，一些明星平日也许
在各方面都可以享受到 “特殊”便
利。比如，出门走VIP通道 ，乘飞机
坐头等舱，身边环绕着处处为他们

着想的工作人员和狂热维护他们
的粉丝。但是，明星们也应知道，过
边检不是走红毯 ， 法治面前没有
VIP通道； 千万别错以为自己拥有
特权， 连法律都会给自己方便，规
则都要为自己“打折”。

不因明星而手软，这是法治时
代“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应有姿势，
也是法治精神要义之所在。

近年来 ，明星恃宠而骄违规
乃至违法行为屡被曝光 。比如几
年 前 韩 雪 大 闹 急 诊 科———她 认
为自己的病情极为严重 ，可医生
却轻描淡写 ，好像完全不把她放
在眼里 。 更严重 者 还 有 酒 驾 撞

车 、聚众斗殴 、偷税漏税的 ，甚至
还有身陷黄赌毒风波的 。公众人
物犯错 、犯法 ，有不懂法的缘故 ，
但更多源于长期放任自己 ，乃至
漠视法律权威 ，抱着特权心态和
侥幸心理 ，寄望以 “明星脸 ”蒙混
过关 。

6月19日 ，曾轶可通过个人微
博就近期发生的这一事件道歉 ，
承认自己言行失当 。但是 ，大错已
经铸成 ，后果正在显现 ，她将无缘
本 拟 参 加 的 2019长 沙 草 莓 音 乐
节 。 曾轶可风波再次给明星们提
了个醒 ：越是公众人物 ，越应时时
“如履薄冰”。

杨兴东

“618”年中大促，国人“买买买”再
创新纪录： 京东平台累计下单金额高
达2015亿元；天猫方面则宣称，有超过
100个品牌在“618”大促期间成交额超
过2018年“双11”。其中，成交额破亿的
品牌中 ，国货占到六成 ，更有近200家
新锐品牌增速超过十倍……

最初的“618”年中大促，只是一家
电商平台的促销 。如今 ，数年过去 ，这
一天成了继“双11”后又一个电商行业
的重要消费节日。今年的“618”电商狂
欢更是呈现了交易额大突破、 国货品
牌崛起等新特点， 集中反映出中国这
个世界最大消费市场正在迸发欣欣向
上的活力 。一位 “618”剁手党就感慨 ：
“从使用体验来看，大几百甚至上千的
国外品牌，并不见得比国内品牌好。”

“中国经济是一片海 ，而不是小
池塘 。”当前 ，我国人均GDP不到 1万
美元 ，经济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
键阶段 。各大电商平台在 “618”大促
中的全新表现 ，告诉人们一个最朴素
的经济发展常识 ：把内需的潜力释放
出来 ，将更加坚定我们应对内外压力

的信心。
如何进一步挖掘内需潜力？ 关键

要靠产品的不断升级、 市场的深入细
分。在今年“618”大促中，很多中国企业
表现不俗。 比如国产运动品牌匹克摸
透精准客户群喜好， 精心设计推出的
8000双限量跑鞋刚上天猫旗舰店就销
售一空。伴随5G时代的到来，智能家居
类产品销售正掀起新热潮， 比如垃圾
处理器3分钟销量超过去年全天，果蔬
清洗机首小时销量同比增长近900%。
在京东平台的手机消费中， 华为与苹
果销售难分伯仲。中国经济的生命力，
正在持续消化各种优质消费需求当中
变得更加强大。

“618”年中大促 ，是经济大海中
的一个横切面 。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社
会消费的一次集中释放 ，更重要的是
产生了消费升级的大数据 。 对于中
国企业而言 ， 这些大数据中满满蕴
含着新的风口和新的机遇 。 在移动
互联网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把
消费和供给结合起来 ， 不断摸索开
发新产品 ， 既是企业适应经济结构
调整的现实之路 ， 也是整个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 。

伍永寿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如何进一步
完善人才培养吸引流动和激励保障机
制， 鼓励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到艰苦边
远地区和基层一线贡献才智、 建功立
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推动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发展 ，
人才是关键。但基层往往环境不佳、工
作任务重，让很多人才望而却步。与此
同时， 有的基层用人单位认为人才只
是为给履历 “镀金 ”才下到基层 ，不放
心安排长期性工作或重要工作给他们
去做， 以至人才不能在基层施展抱负
而生去意。如此恶性循环，使得基层人
才匮乏问题更为凸显。

吸引人才到基层是一个渐进的过
程 ，要使人才从 “要我去 ”变成 “我想
去”。

“要我去”，体现的是人才管理的严
要求。 在这一层面， 要坚持党管人才原
则，加强思想引领，注重锤炼高素质人才
的党性定力、坚定他们的为民情怀、锻造
他们“祖国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的使命感。同时注重从组织高度夯实“要
我去”的基础，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将基层
经历作为重要考核指标。

从“要我去”变成“我想去”，则需要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激励保障机制 ，吸
引人才流向基层。首先，对于编制内人
才应严格执行基层服务年限机制 ，让
基层用人单位不必担心人才过快流动
而用得放心 、用得充分 ；其次 ，应逐步
提高基层待遇，落实基层“津补贴”、设
置基层“特别贡献奖”，在评先评优、选
拔用人、 职称评定等各方面向基层倾
斜， 鼓励引导人才流向基层、 扎根基
层；还要依托当地特有自然人文资源、
特色优势产业， 积极为人才打造事业
平台，并提供政策支持，让人才创业有
机会、干事有信心、发展有空间。

“疏渠引流，百川到海”，只要我们
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 ，
主动作为，先行先试，一定能吸引更多
优秀人才 “想到基层去 ”，为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提供强大才智支撑。

越是公众人物，越应“如履薄冰”

陈书

只看有无反馈，不问整改是
否到位；上午发通知 ，下午要反
馈；整改反馈常态化 ，日常工作
边缘化……这些问题整改中的
“反馈怪象” 已成基层减负的一
大绊脚石。

在整改落实过程中，保持上
级督导部门与整改责任单位之
间的信息互动 、情况互通 ，是有
效传导整改压力、提升整改精准
度的重要手段 。然而 ，一些地方
却以形式大于内容的材料文章
来“绑架”整改，热衷于 “整改跟
着材料走 ”“整改不够 ， 材料来
凑”，从而让整改陷入 “空转 ”状
态、“死循环”模式。

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
散一尺。一些地方之所以搞 “材
料整改”，主要还是政绩观不正、
事业心责任感缺失所致，是典型
的形式主义整改。一些党员干部
整改落实求快不求好、求虚不求
实，企图通过精心雕琢的 “材料
政绩”蒙混过关———如此急功冒
进、绣花枕头般的整改 ，怎能取
得实效？

如何切实有效防范材料“压
弯”整改？

一方面 ，各地各部门要牢
固树立正确政绩观 。不断强化
思想理论武装 ，努力提升问题
意识 、服务意识 、责任意识 ，以
真抓实干赢得民心 ，坚决摒弃
“材料政绩 ”。要以现场督查推
动整改提升 ，既要多深入一线
点对点抓好督促指导 ，倒逼整
改落实 ，还要善于用群众口碑
来考量整改实效 。对于整改原
地踏步 、 群众反映差的干部 ，
应给予批评教育或调整岗位 。
要让各级党员干部明白 “既要
抓材料更要抓整改 ”， 以实而
精的整 改 材 料 为 整 改 减 负 增
效 ，让整改回归本位 。

另一方面 ，整改责任单位
要敢于刀刃向内抓整改 。以求
真务实 的 态 度 面 对 自 身 存 在
的各种问题 ，扎扎实实改掉工
作中存 在 的 诸 多 不 足 和 浮 躁
心理 、冒进举措 ，不断增强服
务群众能力和干事创业本领 ；
要用力拧紧整改责任 “螺丝 ”。
分清轻重缓急统筹推进整改 ，
找准突破口 、延伸面 ，坚持走
稳走实整改每一步 ，确保一项
一项整改到位 。 以严要求 、实
举措拧干整改材料 “水分 ”，推
动整改往实里走 、往深里走 。

火爆“618”释放的是内需潜力

如何让人才想到基层去

莫让材料“压弯”整改

一到夏季，地铁列车的空调
温度常常成为“槽点”：有乘客抱
怨太冷 ， 有乘客嫌太热……近
日， 北京地铁6号线车站张贴出
不同车厢温度提示，乘客可以根
据自己需要选择乘坐。

如此“同车不同温”，打破了
众口难调的“僵局”，体现了便民
思维 ，让群众倍感温馨 。思维决
定出路 、思维决定 “温度 ”，我们

需要大力倡导这样的便民思维，
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的人性化
和亲和力。

“同车不同温”的创举又一次
昭示 “改进公共服务永远在路
上”。尽管我国公共服务近年来有
了较大改进， 但决不能满足现有
水平，而应坚持问题导向，从群众
“不满意”中找差距、找突破口。

文/李云 图/陶小莫

为“同车不同温”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