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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定

最近出台的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全面加强
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坚决整治文山
会海，大幅度精简文件、内部刊物和会议。近日，
衡阳市委将本系统的 《今日动态》《衡阳信息》
《督查通报》《要情汇报》《政研参考》等12种内刊
整合成一种内刊，让机关内刊在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面前止步， 受到了市直机关和下属单位的
点赞。

因工作需要创办简报内刊确有必要， 而内
刊过多过滥，则弊端不少。一是浪费人力、财力、
物力。一些刊物采用彩页印刷，成本不菲；除了
挂名的顾问、专家，有的刊物还需要数名工作人

员负责。二是作用甚微 。刊物若为数天甚至数
周前当地领导的活动报道 ，不但时效差 ，可读
性也不强 ， 发到各个部门 、 乡镇后阅读者寥
寥 。信息化时代 ，很多内容都可以通过电子传
阅实现 “无纸化 ”。为凸显领导活动的重要性
而耗资不菲所办的机关内刊 ， 很可能沦为一
些领导干部权力的 “自留地 ”。三是加重了基
层负担 。 基层干部对哪一本内刊都不敢马虎
含糊 ，生怕懈怠上级领导和部门 ，戴上贯彻政
策不到位或落实精神不全面的“帽子”，因此学
习负担和思想包袱很重。

“纸”轻负担重。整治内刊看似在治“纸”，实
际是在治“风”。它密切关乎文风建设、作风建设
和廉政建设。衡阳市委一口气砍掉了11种内刊，

全面整合人力物力财力，实行大部制办公，较之
以前，机关作风更实了，工作效率更高了。特别
是对基层而言， 通过一份内刊便可了解文件精
神、工作部署、活动情况以及经验推荐等，大大
减少了基层压力，提高了办事效率。

内刊、简报要发挥大作用，关键是要注重品
质。突出“新”与“真”，及时将工作进展以及工作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真情况、真问题写出
来，不搞假大空，注重“接地气”，才能真正为掌
握实情、制定政策、指导工作提供参考。同时，要
做到能简就简，能短则短，言之有物。除了保留
那些确实能够推动实际工作、 提高干部群众业
务水平和理论素养的刊物外， 那些用处不大且
“涂脂抹粉”的刊物，就可以与之拜拜了。

段官敬

近日，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签发了一
份总裁办电子邮件， 宣布对部分2019届
顶尖毕业生实行年薪制管理 。根据这份
邮件， 华为对8名2019届顶尖毕业生实
行年薪制，这8名员工均为博士学历，年
薪最高201万元 ，最低89.6万元 。邮件中
称， 要打赢未来的技术与商业战争，必
须要有世界顶尖的人才，为了吸引顶尖
人才 ，首先要用 “顶级的挑战和顶级的
薪酬”。

近年来 ， 社会上不乏一些声音为
“读书无用论 ”站台 ，华为为应届毕业
生开出年薪百万的高薪 ， 再一次戳破
了这一歪论 。 从8名博士的背景来看 ，
基本都是名校毕业 ， 所在学科都比较
前沿 ， 且在各自专业的研究领域具备
一定优势 。华为此举 ，也给国内企业做
出了良好示范 ， 引导和激励更多学子
投身科研创新 。

在实践中， 像华为这般把刚刚跨出

校门的应届毕业生的年薪抬到百万元级
别的企业，国内毕竟罕见 。不过 ，从国际
视角来说 ，华为这么做 ，算不得什么石
破天惊之举 。 这种用顶尖薪酬抢夺顶
尖人才的做法 ， 早已是全球高科技企
业的惯用手法 。在美国硅谷 ，员工平均
年薪超过百万元的科技公司 比 比 皆
是 。因此 ，华为的举措虽然在 “意料之
外 ”，其实也在 “情理之中 ”。身为国际
一流的高科技企业 ， 站在科技创新的
大赛场上 ， 面临的对手都是国际重量
级公司 ， 无论是制度管理还是薪酬激
励 ，都不仅要在国内富有吸引力，更要
在国际上拥有竞争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
源， 这是一个渴慕知识、 尊重人才的时
代。华为的所为也启示当下的少年们，所
有增加自身含金量、 使自己成为有用之
才的想法，皆离不开深造与学习、充电与
读书。唯有好好读书、天天向上，今后的
人生才能有更多选择， 才能有更好的机
会回馈父母和社会。

杨朝清

今年3月，南京林业大学出台职称评
审新政策：在对“教学专长型 ”老师进行
职称评聘时 ， 不再以发表论文数量作
为考核内容 ， 而是将教学业绩取代科
研业绩 ， 重点考查其教学水平和人才
培养的成绩 。3个月后 ， 提交的职称评
审材料中没有一篇学术论文的蒋华松
老师成为校内凭借 “教学专长 ”晋升教
授的第一人。

在“重科研轻教学”的指挥棒下，一
些教师对课堂教学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和
敬畏，主要精力放在做项目、做课题和发
论文上。 少数老师甚至不愿意给学生们
上课， 为了方便自己动辄更改上课的时
间与地点。对教书育人缺乏价值认同，一
门心思只想通过搞科研来实现名利双
收， 让教学在一些老师心目中的分量逐
渐下降。

基于此，打破“教得好不如写得好”
的怪圈，让教学重归高校工作的中心，才
是高校职改正本清源之举。 像蒋华松老

师这样“案例、板书、讲课好”、深得学生
喜爱的一线教师， 理应成为职改新政直
接的受益者。本来，改革的目的是让教师
回归本分， 让潜心于教书育人的教师有
尊严、有前途、有发展。

无独有偶，在华中师范大学，教师们
也被分成了“教学型教师”“科研型教师”
和“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几种类型，不
同的类型有着不同的职称评聘标准。目
前，该校已经有3位老师成为了“教学型
教授”， 在校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没
论文也能评教授， 可谓迈出了高校职称
改革的重要一步。

当然，也应该看到，出现重科研轻教
学的职称评价取向，也与科研成果易于
量化而教学质量难以被量化且主观性
较强有关 。所以 ，用教学业绩取代科研
成果，什么才是“教得好”应有共同的标
准 ，必须做到客观 、细化 ，公平 、公正 。
同时 ， 分类评价也不是要教师放弃科
研 ，实践过程中 ，还要处理好科研与教
学的关系， 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
极端。

周泽中

前些日子，“周杰伦vs蔡徐坤” 的粉丝流量
大战，最终以周杰伦超级话题数据周末登顶、蔡
徐坤粉丝宣布退出数据竞争为结果落幕。 经过
长达一周的话题发酵， 关于此事的评论呈现分
裂的态势。有人为蔡徐坤粉丝鸣不平，说“热爱”
不能被分为三六九等； 有人为周杰伦所代表的
前流量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张目， 斥今日的流
量明星没有作品傍身；还有人抱着“认真就是输
了”的态度，批驳一切意图深入的讨论。

对此事的分析并非毫无意义。它是当下大众

娱乐文化现象的缩影， 拥有非常丰富的延展维
度———两代偶像的文化意义之辩，流量变现与数
据至上潮流对艺术压抑与否之辩……当然，它也
让我们愈发明了： 流量高涨虽然一时风头无两，
但只有与实力成正比，才可相得益彰。

周杰伦等明星流行的年代， 偶像以作品为
吸粉核心，个人性格只起辅助作用，粉丝与偶像
之间也没有太多的接触渠道。但时至今日，粉丝
与偶像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减。偶像对粉丝而言，
作品的吸引力已非全部， 偶像还需要为粉丝提
供人格吸引力、陪伴感，以及共同成长所带来的
成就感。

如今的新生代粉丝更热衷用微博等自媒体
平台，以超级话题、热搜作为印证偶像是否“火”
的重要标志，成群结队地为偶像转发微博、冲击
热榜话题，并辅以线下应援、庆生等活动，藉此
实现对偶像的集体占有，扩大偶像的影响力。当
然，“追星”这一行为专业化、集体化的同时，随
之而来的便是流量造假。在刷流量APP“星援”
被查后，不少流量明星微博转发量一路跳水，甚
至不及之前的零头，可谓“潮退方知谁裸泳”。

好在，“周杰伦vs蔡徐坤”的粉丝流量大战，
既体现了两代偶像文化的差别，也见证了双方的
实力。对80后或90后来说，周杰伦始终是实力唱将
的代名词；对于95后来说，“三小只”蔡徐坤也是他
们心中正能量满满、唱跳全能的“C位”。只有以实
力充当“顶级流量”，才不枉粉丝喜欢。

别让“抢跑”
毁掉孩子

分班考试专项培训、 小升初课程预
科学习……暑假来临，记者在北京、湖南
多地调研发现， 国家政策明令禁止的义
务教育阶段的重点班、 快慢班仍在一些
学校存在，并由此带热了校外培训机构，
加剧了学生“超前学”现象 ，让暑假成为
紧张的“学习季”。

对家长而言， 最大问题是很难接受
自己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普通人 。然
而，对绝大多数孩子来说，这就是现实 。
人生并不是终点既定的比赛， 普通人也
可以幸福快乐，“抢跑”式教育，正在剥夺
孩子们的快乐和幸福。 文/图 朱慧卿

华为高薪聘请应届生
传递了怎样的人才观

教得好
不发论文照样能评教授

实力方为“顶级流量”

内刊、简报，能“简”当“简”
———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系列谈⑦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