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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官敬

《唐律·仪制令》有云：“行路，贱
避贵，来避去，少避老，轻避重，违者
笞五十”。剔除其中封建伦理意识，如
此“仪制”仍不乏积极的现实意义。如
“轻避重”———轻装行人应为负重者、
挑担者让路，让其先行先过。

人们犹记得， 汶川特大地震抢
险中温家宝同志为抢险队员让路的
感人场面； 在西方， 也有着类似的
故事 ： 一次 ， 拿破仑在花园散步 ，
迎面走来背着重物的士兵， 此刻卫
士长呵斥士兵 ， “竟敢挡驾 ”。 拿
破仑却阻止， “请尊重负重者， 让
他先过去”。

负重前行是一种责任心、 使命
感。 于广大基层干部而言，“上面千
把锤，下面一根钉”，面对千丝万缕、
复杂纷繁的工作任务， 他们是典型
的干事“挑担者”。 当前，全社会对基
层干部负担重基本上形成共识。 因
此，为基层“挑担者”让路，既契合为
基层减负精神， 也是对基层工作的
尊重与体谅，让基层 “黄牛 ”“骆驼 ”
“蜜蜂”得好处 、得实惠 、有出路 、有
市场。

现实工作中，常看到诸如“鞭打
快牛、慢牛享福”“干多干少一个样”
等现象存在。 更有甚者，“一个人干，
三个人看 ，六个人查 ”，让干事者心
理不平衡；更甚者，“干的不如唱的，

唱的不如捣蛋的”，少数人不仅自己
不积极干事，还给想干事的人添堵。
如此环境下 ，不少基层 “挑担者 ”担
子越挑越重，责任也越压越多，相应
的好处和实惠反而比不上整日会来
事的“官油子”，甚至在“面子上”“口
碑上”，还比不过袖手旁观者。

个中缘由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
是个别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单位主
要负责人，分工不明、责任落实不到
位，又不敢得罪人、且喜欢 “会说话
的人”，于是将担子一股脑压给老实
人、不懂拒绝的人，导致“干得越多，
错得越多”，让“挑担者”边干还边挨
骂；二是不少 “挑担者 ”不善于或者
不屑于钻营人际关系、 搞 “旁门左

道”。 而“无所事事”者成天琢磨如何
讨领导和同事欢心，修炼“厚黑学”、
领悟“成功经”，摆出老好人架势、耍
弄“嘴皮子 ”功夫 、卖弄 “会做人”手
段，把“挑担者”当成“出风头”和“一
根筋”冷嘲热讽。

为基层 “挑担者 ”让路 ，是崇尚
实干、祛除歪风、荡涤邪气的本质要
义。 只有下重拳、动真格，堵住爱挑
话、不挑担 、专挑事干部的后路 ，让
其有痛感 、受惩戒 、挨板子 ，让其为
基层“挑担者 ”让路 ；同时 ，给 “挑担
者”提供友好便利的干事空间、成长
渠道 ，真正实现 “让有为者有位 ，为
担当者担当”。 惟此，方能激发昂扬
向上、锐意进取的基层工作风气。

知新

8月14日，首批5G商用手机之一
的华为Mate20X（5G）在湖南发售，湖
南移动在全省各市州的10多个移动
营业厅参与了本次5G手机首发。 这
标志着 5G商用在我省正式拉开序
幕，“5G时代”降临湖南。

有人将2019年称为我国 “5G商
用元年”。 “5G”不仅意味着信息传输
的空间限制被打破、数据传输的速度
提高，还预示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全面
开启。 于湖南而言，只有让“5G概念”
变成“5G行动”，在5G建设上先人一
步，在5G应用上快人一拍，才能让新
机遇成为新动能、新经济增长点。 这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全新课题。

湖南制造正在大步迈向湖南智
造， 这中间尤应注入5G这个 “加速
剂”。 如何跟上“互联网+”飞速发展
的节奏，对企业来讲，绝不能做新技
术的旁观者，而应以5G试点为契机，
既在优势项目上捷足先登，也在短板
项目上补软补缺， 通过运用新技术、

新模式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升级，积极培育一批可推广、可复制
的行业应用新标杆，着力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

5G既能解决人与人的通信问题，
更能实现人与物、 物与物的万物互
联。 在“互联网让生活更美好”的共识
下， “5G+各行各业” 正发生着 “化
学效应”，无人驾驶、远程医疗、智能家
居……把握前沿科技， 抓好这轮消费
升级中蕴含的巨大商机， 就应善于将
自身资源与5G深度融合，在新产业、新
模式、新业态上做足文章，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上狠下功夫， 不断提升5G技
术的应用广度与深度。 惟其如此，才能
在实现生产技术、 产品和市场创新中
产生“1+1﹥2”的复合增长效应。

5G风生水起， 既蕴含着无限的
“蓝海”机遇，也将倒逼传统的经营思
路、消费模式发生重大变革。 与5G时
代接轨， 理当用全方位的 “5G+”思
维、互联网理念来因势利导、再造流
程，这样才能使科技助力美好生活成
为现实。

杨鹏杰

暑期，是不少党政机关、企业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选择的休假时段 。
近日，甘肃、新疆、厦门等地密集通报
了多起休假期间违反中央 “八项规
定”精神的典型问题，提醒党员干部：
身心放假、纪律无休。

从各级媒体报道可以看出，近年
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紧盯“四风”新动向，力度不减、节
奏不变， 查处并曝光了一大批典型
案例，“四风”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但
也有人嗅寻新的监管盲区，四风“隐
形”“变异”问题依然不少，尤其是节
假日，更是腐败高发节点。

节假日期间， 走亲访友本无可厚
非。 但就是有人打着“人情往来”的幌
子，变着花样给领导干部送“礼”，寻找
“围猎”对象。 有的以孝敬关爱老人为
由看望领导干部父母， 有的制造借口
给领导干部子女压岁零花钱， 有的假
托便于开展工作之名给领导干部借用
车辆、安排食宿，诸如此类的“公来私
往”“车轮腐败”“涉公吃喝” 等更为隐

秘、更为复杂的行为不一而足。殊不知
如此所送之“礼”已超乎常情常规，逾
越了纪律底线、触碰了腐败红线。

清代官员张伯行有曰： 一丝一
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
身心放假之时， 如何做到安心休假、
廉洁休假，体现出领导干部政治品行
的高低，关乎党的形象、作风。一旦抵
挡不住那些所谓节日的 “走动走动”
“意思意思”的糖衣炮弹攻势，因一时
盛情难却甚至以 “抬手不打送礼人”
为借口而坦然收受超乎寻常之“礼”，
势必“失节”“失身”。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报道中
提到，除了通报典型案例、加强震慑，
江西、湖北、云南、四川等地通过发送
休假提醒函和提醒短信等形式，严格
执行休假行程报备等方式，对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严明纪律要求。以此“提
醒在先、抓早抓小、事前预防”，不失
为一个好办法，可以让那些顶风违纪
者无可乘之机，让领导干部时刻筑牢
防线、擦亮眼睛、洁身自好，强化不敢
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
不想腐的自觉。

丁慎毅

于众多考生而言，北大清华等
名校是寒窗苦读的终极追求。 然
而，在安徽亳州市第一中学，8名考
生今年高考成绩超北大、 清华录
取分数线， 却集体放弃了这两所
名校的志愿。

主动放弃北大清华，这让那些
以北大清华为梦想的学生情何以
堪？ 让那些以考上北大清华学生
多寡为政绩指标的学校情何以
堪？ 但这8名考生的举动， 却赢得
了不少网友肯定。

有调查显示， “90后 ” 在学
习上更注重和自己的兴趣结合起
来， 他们在就业上同样关注岗位
是否与自己兴趣相融。 至于 “00
后” 则走得更远。 他们生长于多
元化世界， 更有自我主张， 同时
也能尊重他人的想法。 “求同存
异” 在这一代人身上有了更好的
诠释。

此次亳州一中的8名高分考生
中， 偏爱数学的袁梓琪最终选择
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数学专
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数学专
业是我刚跨进高中校园时的理想
目标，放弃北京大学，进入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也算是得偿所愿。”其
他几位同学的想法与袁梓琪差不
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最终放
弃了北大、清华。

因为兴趣爱好，他们不在乎早
就业还是慢就业，在乎的只是如何
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因为
务实， 他们不在乎表面耀眼的光
环，在乎的是如何获得学习和工作
中的真正快乐； 因为渴望提升自
我，他们不在乎工作环境是写字楼
还是车间，在乎的是能不能实现创
新。 这不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
吗？

更难能可贵的是校方的态度。
这所学校的校长认为， “学校不
能为了评比、 为了声誉、 为了附
和大众 ， 用感恩母校的要求来
‘绑架’ 学生填报志愿”。 虽然报
道中没有家长的声音， 但从学生
的反应来看， 至少家长是不反对
的。

让青年人彻底放开手脚，大胆
去选择自己的道路；让学校在教学
上真正转向以人为本，按照每一个
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让青年人的
家长们不再把自己的意志捆绑在
孩子身上。 这样的现象正在多起
来，让人喜闻乐见。

� � � �日前，南京的刘女士报警，称女
儿替她签收了一份 “99元货到付款”
包裹，打开一看是价值仅有几元钱的
劣质灯。

刘女士称， 自己压根没买过，她
怀疑对方窃取了自己的姓名、家庭住
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并诈骗了
99元。 南京警方查访后，竟然揭开了

快递公司多名员工大肆窃取用户信
息，并勾结电商公司老板，全国撒网
进行“99元货到付款”精准诈骗的黑
幕。

如今，网购快递送货已成为市民
生活的日常， 对于此类新型诈骗，人
们要多一个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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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时代，尽快变概念为行动

超乎常情之“礼”收不得

为基层“挑担者”让路

理性看待
考生放弃北大清华

新闻漫画

99元货到付款？ 提防新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