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9年6月28日 星期五
观点 07

!"#$!%&$!'()*+,-
./0123456789:;<=-
.>?@ABC!45 DEFGHIJ
KL45MNOPQF()F(+,R
STUV

!"#$
!!""#$%#456789:;

<W45XYZ$456PQ[\]
!&"'("#)%#456PQ^
!*"+#)%#_`abcd+e

fg
!,"-.)%#45XY!hi'

(+efgWGHcdW456jkl]

%&'()*+
!!"/0
m+456nop3Oq !" rs

tW#$ rsUufv3wxyz{|}
~u��3 ���F(��]@f�
���

���78:;���i���$P
Q[\]����3��������
%&'(&�����}~�����

����� ¡¢£¤��¥¦§
©̈JKL45MNOPQF(��ª

Y«¬3��® �̄�°±x²789
: ; < ³ ´ µ o ¶ · U ¸ )**+,
--.../)01.)*2345260-�3¹aº»t
¼½��Pi�

!&"12
!"31#��]>��6n¾¤¿

[��À{�����ÁÂ�Ã3 ��

¯���� 7&&Ä) ����78:;
���i���WPQ\]����3Å�
¯ %&8(&Ä����ÁÆ��)

#"41#¿[��]��¯Æ(�
� 7&&Ä)

$"51#¿[��]À 7&& Ä��
ÁÂ�Ã3��ÇÈ�� %&Ä)

%"67#¿[��]>ÀÉ¤ÊAÇ
È��I u %& .PQ�¥ÁÂ��Ë
Ì3ÍÎÏ+#ÐW�ÑÒ3ÓÔÍÎÊ
Õ¤-)Ö×ØÙÚÁÂÐÌu�¥Û
ÜÝÞ�Õ3ÊÕ¤-ßàáâ� ÊÕ
ãÆ(��äåa6789:;<æ
çµo¶·fè�

%&,-
!!"89:;#éêsABC!45

DEFGHIÜëì3!í${íuîï
4ð78nñu��3 sãnñòóô
õuö÷ø$ù$7$ú$ûü=�

!&"<=:;#ýP$þP$ÿP$
ÂP$!P$ý"$"#=3Ö$%ÐP
Q���

!*">?:;V" &sn3��'
(3)*+,�

!, "@A:; #}-��¦Ü�
í3Ö./0J1ç2�3345e�
6Ä3�à®7�Ö.��8�39*'
Ù:;}�<=�

%./0
���>ÊÇÈ��u %& ¤�¥>

Ê.�ë@-.?'u��$@A

7&&& B - Ä3ÕC$ÕD9Õ��GH
EUFGH��Ä�sã$IJÆ(�
�u©JKL45MNOPQF(��
K¬6L�

�K�}(���ë@-.?'(
MÆ�CP$��K�L�

�1�ÇÈ���¥x��NÆ4
56PQ[\]3OÜ6P\]P�

�Q�©45XY¬$©1ðR�Y¬$_
`ab$ !45=hi>ÀÊÕ��ã
�¥�ST¿ìYU3 ��>+V]a
©45XY¬$©1ðR�Y¬t(W�

1234
���ë@-.ÀÊÕ$Æ���m

+(M$XY$¯±ãZ[u3\3ÊÕ
��> ]f^_`ab3cd�¥e
fu$gA9Õ�3Ödhi�

�K�}(��¦Ü�¥�í���
�¥jkClY���m+mn$op
u2�33qÖ/0J1çurs2�
3$tu3$¤v3$wx3=anuy
z{Q3^�|}t~RS����u
��:;}�$(¯<=3lH�uQ
��y��¥���

�1�|���}�$}(�¥3jÛ
Ü�Í�¹��%��Ru�S�Î�

�Q�hÄ
Là�����Öh�� T*h

�3��¥�� %& B��Ä�uh�A3
���Î�o3¹�½��5£¤ãh
Ä��$ü����

BC#45XY!hi'(+efg

DE#9%:";;;;:&:&&&%&<9%::
= = ! !FB.#���Âcd+efg�
�F!�Â

56789:;
@AGH V7&:; O <   :$ X¡

7&:;O ;  %&X
@AIJ# 45MNOPQF(�

��P]@f�����¢£M¤�¥
997 ¦!45F§ 9< ¨45XY!h
i'(+efg�

<=>9<=?@
' K L#©øª
'KMN#&>%:'"9%7;&<>

= = = =«i¬�,½A45MNOPQ
F(If®¦¯!45 ?@@

!O&PQRSTUVWXYZ[\
#&!' U ( ] #) ^

!"
#$

伍果

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
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 向他们表示热烈
祝贺，勉励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本职岗位
上作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这也必将对广大公务员
产生莫大的激励作用，凝聚起向先进看齐、鼓励先
进再接再厉的强大动力。

“我要牢牢记住这份荣誉表彰的称号是‘人民
满意’，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
取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受表彰代表畅谈新时代公
务员如何履职时，谈到一个基本标准———作为人
民公仆，本职就是为人民服务，理当让人民满意。
查阅受表彰的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名单， 都是在

平凡的坚守中绽放奉献的光彩， 在为人民服务的
过程中尽心尽力， 在点点滴滴的履职中彰显人民
公仆的信念。

“人民满意”当是公务员的基本标准。 现实
中，极个别公务员没有公仆意识 、没有担当精
神，不能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 ，不能守好自己
的“责任田”，甚至与民争利；有的心浮气躁、不
思进取、怕吃苦、怕受累、怕吃亏、怕担责，讲回
报比讲付出的多，讲待遇比讲业绩的多 ，讲委
屈比讲担当的多，不愿、不敢、不能沉下身心去
扎扎实实地干事创业。 说到底，是缘于党性不
修，缘于不具备公务员基本的政治素质。 这样
的公务员 ， 显然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由衷认
可。 不从思想上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的问
题，就不具备成为公务员的起码素质。 做让“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就要对标先进典型，增强看

齐意识，做到自律、自强、自省、自戒，不断提升
公务员素养，不断增强履职能力 ，设身处地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 ，郑板桥 “些小
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追求，焦裕禄
“我们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讲究吃穿，
应该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的情怀 ，至今令人
感佩、给人启迪。 从古到今，为官者的价值都体
现在民意口碑中，承载于奉公为民上。 全国“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 ” 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 最值得对标学习的地方正是 “让人民满
意”。 学习先进，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常的坚
持，在于日积月累地对标反省、整改提升，在于
以身作则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务实为民的
行为、优良的德行影响身边人。

李清白

大千世界，凡事切莫“过了头”。 痕迹
管理“过了头”，就蜕变成劳民伤财的“痕
迹主义”，过分追求“形式”就会陷入“形
式主义”的泥淖。 但是，形式和形式主义，
虽有联系，却绝非同一个概念，在力戒形
式主义时，也不可矫枉过正，彻底否定必
要的形式。

内容，离不开形式。 记台账，本是好
形式， 也是好习惯。 但如果不管工作大
小、不问有无必要都强制要求记台账，并
且把记台账作为评判工作高低优劣的主
要依据，就是南辕北辙，走向了反面。 工作
没怎么做，台账记得很完美，就成了形式主
义。 同样的道理，为了反形式主义，完全否
定台账这种工作方式，这就是“过了头”。考
核评比是抓工作的必要手段， 但如果考核
评比过多过滥， 不重实际内容只重考核形
式，这是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时候把
考核评比也“反”掉了，这就是“过了头”，同
样不利于工作的推进。为了反对形式主义，
该开的会也不开、该发的通知也不发、该搞
的考核评比也不搞， 该开展的工作也不敢

开展，这就是以一种错误去“改正”另一种
错误、用一个极端去代替另一个极端。

要想不“过头”，关键就是始终遵循实
事求是。 破除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根
本目的是把基层干部解放出来， 引导他们
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削文
山”“填会海”，为的是发务实的文、开管用
的会。 何为务实、何为管用？ 就是要能实实
在在推动工作。也就是说，“务实的文、管用
的会”不在“削”“填”之列。 不能以减负为
名，给庸碌无为者行方便、为懒政怠政现象
开口子。这样，才能激发党员干部的担当精
神， 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全心全意谋发
展。

今年3月25日，湖南省委发布《湖南省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0条措施》，随
即还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专项行动，定向“爆破”着力化解文
件过多过滥、冗长空洞，会议层层召开、跑
会陪会，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
等突出问题，形式主义成了人人喊打的“过
街老鼠”。当前，越是工作引向深入，越要防
止机械片面，防止将反形式主义简单化、表
面化、浅层化、极端化。

毛建国

6月25日，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徐
中玉先生在上海逝世。 消息传来，一片哀思。

提到先生，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由他担任主
编的全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30多年来，这
套教材累计发行量逾3000万册， 惠及无数莘莘
学子。 大师诲人不倦，其丰厚的学术成就和高
尚的个人品德无需在此赘述。

稍上年纪的人记得， 上世纪八十年代，华
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了作家的摇篮：著名作家
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南帆 、毛时安 、
陈伯海等形成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 这与
当时的系主任徐中玉先生开明的决定不无关
系———他推出的一项改革堪称“石破天惊”：在
创作上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用文学作

品代替。 据赵丽宏回忆，自己曾以一本诗集《珊
瑚》交出了毕业论文，而孙颙、王小鹰当年也分
别拿出小说等作品。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什么
最能评价水平？ 当然是作品。 此举一改以往硬
性的单一考试要求， 激发了学生的创作激情。
这项改革的价值 ， 不仅在于给这些作家松了
绑，还在于传递了崇尚真才实学的导向。

是高山，也是火焰。 最值得让人铭记的，不
只是教材的发行量，也不单是华东师范大学的
“高光时刻”，而是先生编写《大学语文》的初衷。
“现在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 试问，连祖
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正确
地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 ”不

必讳言，在各大中小学的校园里，诵读英语、学
习奥数的学生有时比捧读语文课本的多；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甚至在简短到百字的朋友圈、微
博发言中 ， 都无法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
想。 人文知识匮乏、文化素养缺失的问题令人
心忧。

又到了填报高考志愿的季节， 文科专业均
不被看好，更遑论在许多人看来“无用”的大学
语文。 大学不可失“语”，这是徐中玉先生留给
我们的财富，也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嘱托。 如果
在这位大师去世后， 我们只记得他的声望，却
不愿意践行他的理想 ，那所谓的纪念 ，就是苍
白无力的。

胡建兵

6月24日 ， 长三角消保委联盟提出
“身高与年龄” 兼顾的儿童免票倡议，得
到了200多家景区的积极响应。 按照这一
倡议，今后儿童到长三角这200余家景点
游玩，如果身高超过免票限制，但能出示
有效证件证明年龄不高于6周岁，仍然可
以享受免票。

儿童免票已是争论多年且一直没有达
成共识的老话题了。之前，全国各地景区，或
者是乘坐公交车、汽车、火车、飞机等，只有
设立身高标准线，但没有儿童免票的年龄标
准。长三角消保委联盟提出“身高与年龄”兼
顾的儿童免票倡议，既体现了景区管理的人
性化，也折射了提供优质服务的趋势。

长期以来， 儿童免票身高线一直停
留在1.2米这个位置上，从而常常引起社
会各界的质疑。 因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如今孩子的身高与几十年前有
了明显的不同， 套用几十年前的老标准
难免会不合时宜， 有的孩子还没到6周
岁 ，就早已超过了1.2米的身高 ，这些孩
子外出乘车、旅游等只能购买“成人”票

了。
人们的期待往往是与时俱进的。 “儿

童”是不是“成人”不能光看身高，更应该
看年龄，如果仍然以“身高”为是否免票
的唯一标准， 势必会使绝大多数儿童过
早地错过免票的“福利”。 长三角消保委
联盟提出“身高与年龄”兼顾的儿童免票
倡议，实际上就是让儿童免票回归本质。

响应这一倡议的200多家景区，表面
上看，短时间内可能会减少一些收入，但
从长远来讲，这是一件双赢的好事。举家
出游已是潮流，渐成很多家庭的习惯。让
6周岁之前的儿童免费，可以让更多父母
带着孩子外出旅游， 大大增加景区的收
入。细细算账就容易发现，一个孩子可能
会由多个大人带着，也就是说，少了一个
儿童的门票收入， 带来的却是多个成人
的门票收入。

儿童免票兼顾“身高和年龄 ”，看似
是件小事， 背后体现的是对市场变化的
适应，对人民需求的呼应。不妨从群众生
活中的类似“小事”着手，思考如何根据
发展实际，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
及时调整不合时宜的规则。

班长打人，谁给的权力
据媒体报道， 深圳某校的30多名小学生因 “不听

话”，排着队遭受班长“拳打脚踢”。 不少家长反映，这样
的校园欺凌并非第一次，不少同学被班干部索要礼物、
零食，如果不从就会挨打，作业本被撕。

班长，不是用来打人的。 是谁赋予了班干部暴力管
理的权力，是需要追究的问题。 如果是某些老师默许或
者纵容，那么，其适不适合从事教育职业就值得怀疑。
不管是老师、学校，还是教育主管部门，应态度坚决地
向校园欺凌说“不”。

文/马涤明 图/朱慧卿

对标先进，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反形式主义越深入
越要防止机械片面

及时调整不合时宜的规则

大学不能失“语”，践行是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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