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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旭

到日本借鉴家庭农场发展经验 、 赴法
国了解生态循环农业 、 去荷兰学习高效精
准农业……近三年来， 吉林已先后公派400多
名农民“留洋”，学习世界各地先进农业技术和
管理经验，为发展现代农业蓄积力量。

在人们的印象中，一提到公派出国考察、学
习，首先想到的是各级政府官员和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或企事业单位的高层高管，
这样的“待遇”很难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扯
上关系。吉林省公派农民“留洋”去学习先进农
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不禁让人眼前一亮。

时下，三农工作正面临人才缺乏的瓶颈。精
准扶贫、产业发展、乡村治理，都需要一大批爱
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然而，尽
管我们的社会已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可对
许多农民而言，传统的务农方式依然没有改变。

俗话说，见多方能识广。有些农民特别是乡
村里有闯劲、有干劲的年轻人想从事特色化、规
模化的农业生产，想兴办农业企业，但由于缺乏
技术、缺少先进的管理经验而难以圆梦。一些发
达国家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经
验， 也拥有一系列先进技术和现代农业发展模
式，这些经验、技术和模式对致力于投身现代农
业的新型农民帮助非常大。

公派农民“留洋”恰好给这些有想法、有干劲
的农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可以让他们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人力素养之需。让更多的农
民成为知识型新型农民，从长远看，更是夯实新
农村建设乃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 湖南要实现向农业强
省的跨越，需要重点培养一支懂技术、爱农村、
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我们不一定照搬
吉林的做法，但可以从中启发思路，采取更加有
效的举措，提升农民的科学素养，为发展现代农
业、加快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真正让农业成
为有吸引力的产业， 让农村成为更多奋斗者人
生出彩的舞台。

段官敬

第二批主题教育正在全面展开，突
出特点是面对基层群众和一线现场，战
线很长、局面复杂、问题更细。正因如此，
抓整改落实就得“一竿子插到底”、打通
最后一公里，多些“快刀斩乱麻”的急迫
感，多些“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自觉意识，
方能确保真正维护好、发展好、增进好群
众实在利益。

现实工作中， 抓整改落实存在少数
“软钉子”现象。比如，有的“拨一下，动一
下”，指导组来了，佯攻出力加把劲，指导
组一走便涛声依旧，对问题不闻不问；再
如，有的“说一套，干一套”，交流会上拍
胸脯保证要将所有问题台账 “歼灭”，而
行动中不温不火、优哉游哉；还如，有的
“走一步，算一步”，看看上级什么眼色，
听听兄弟单位什么意思， 就是不想群众
什么反应。说到底，出现这样的现象，是
个别干部既无持之以恒的耐性， 也无久
久为功的定力，更无真抓实干的锐气。这
是要不得的。

所谓“香豆腐搁久了会发霉”，群众
意愿和诉求往往等不得、 拖不起， 揪心

事、烦心事更是令其寝食难安。整改地方
发展存在的短板、政策执行落地的卡壳、
党员干部本身的不足等，不能磨磨唧唧、
推诿扯皮，“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
不但办不成事、干不成好事，更会将问题
越拖越严重，导致积重难返，给百姓造成
无可挽回的伤害。

“软钉子”与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
精气神格格不入，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
的自觉性相抵触，本质上还是不愿为、不
敢为、不想为。“软钉子”不拔掉，政策悬
空了，群众利益就落空了；问题不整改，
遗留了，地方情况就更复杂了。所以说，
“软钉子”有毒，必须拔掉。

治病讲究精准施药， 拔掉整改落实
中的“软钉子”也得精准施策。比如，有的
“软钉子” 是本领欠缺导致的， 就得在
“智”上帮扶，引导地方培育有序整改落
实的条件与氛围；有的“软钉子”是底气
不足带来的，就得在“志”上帮扶，给予地
方更多帮助，搭把手助其一臂之力；有的
“软钉子”是思想落后形成的，那么就得
打板子、挥鞭子，让其有痛感。总之，“软
钉子”必除，养成奋力整改、卖力落实的
实干风气。

李云

因电视剧《都挺好》火起来了的苏州
同德里、因房屋色彩文艺成为“网红打卡
地”的重庆石井坡“五彩楼”、犹如粉色花
海一般的粉黛乱子草都吸引了众多游
客，但随之出现的扰民、践踏、乱丢垃圾
等情况也见诸报端。“十一” 国庆黄金周
期间， 媒体记者追访多处曾被媒体报道
过的“网红打卡地”发现，这几处地方经
过管理方采取措施后， 情况有了明显好
转。

绝大多数网红打卡地， 不是普通意
义的景区、 景点。 景区有一整套管理体
系，即便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总归“有章
可循”，而网红打卡地本来可能就是普通
民居地，或因一部电视剧“出名”，客观上
又成为一个“景点”。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方面，它们不具备景区的属性，无法借
鉴景区的管理模式， 不能用收门票等经
济手段来制衡；另一方面，又承担起景点
的旅游功能，前来打卡的游客涌来，人为
破坏、扰民等问题相伴而生。

事实上，有人气的地方更有朝气。人
气无疑是网红打卡地可利用的资源。然

而，现实的尴尬是，有游客从远方来，打
卡地却“有点烦”。到网红打卡地旅游，备
受年轻人的追捧， 由此导致相当多网红
打卡地“不堪重负”，尤其是影响到当地
居民的正常生活。“闭门谢客” 显然不是
好办法，那样会把网红打卡地扼杀在“萌
芽状态”。

文明是管出来的， 打卡地离不开管
理。倡导文明旅游、文明打卡外，需要详
实的管理制度， 才能解决打卡地的 “烦
恼”。2019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近日揭
晓， 三位获奖教授因为对人类以及大多
数动物氧气感知通路的研究而获此殊
荣。 我们也由此了解到一个新名词———
“氧气感知通路”。 网红打卡地从一开始
的打卡乱象，到管理跟进后的明显好转，
形象一点讲， 有点类似于进行 “有氧呼
吸”。

其实，这或是那些打卡地“成长的烦
恼”，只要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烦恼”，
打卡地就会更好地“成长”。采取温馨提
示、引导劝阻等文明的方式，达到游客文
明打卡的目的， 从而让网红打卡地顺利
度过初始期的烦恼， 实现游客与原住民
的互利共赢。

抓整改落实须拔掉“软钉子”

游客“都挺好” 打卡地“不要烦”

给公派农民“留洋”点个赞

刘天放

流光溢彩、音乐悠扬、江水奔流，配合着沿
岸的各色建筑， 黄浦江两岸在国庆期间上演了
一场视听盛宴。外滩滨水区人潮涌动，为了让市
民游客看得开心、走得顺畅，城市守护者们细致
管理、不懈坚守。

国庆长假，上海外滩客流再创历史新高。为
避免发生安全事故，上海公安部门首次采用“雨
刷式过马路”方式，让民警和安保人员手拉手形
成人墙，将进出外滩的客流分割，避免了人流对
冲，引导客流有序流动。从相关新闻视频来看，

道路上虽是人山人海，但在民警的疏导下，游客
们的前行井然有序，场面着实壮观。能在瞬间客
流达22万人的情况下保证游客的安全， 可见难
度之大，但即便如此，上海警方还是做到了。一
时间，“雨刷式过马路”也被传为美谈。

管理的真谛，不是消减需求，而是保障市民
和游客的福利。既然老百姓有观赏景色、参与活
动的愿望，再难，也要想办法满足。国庆节是一个
特殊时段，尤其是恰逢共和国70华诞，人们的爱
国热情高涨，出游人数猛增。同时，到大都市上海
一游的人，如果遇到由于管理不善带来的交通安
全问题，那无疑会感觉心里堵得慌。所以，越是国

庆这样的特殊时段，越是考验公共管理部门的预
判能力和服务水平； 交通疏导工作做得越好，民
众越能感受到管理部门服务质量的提升。

及时升级管理方式，绝非动动口就能做到，
事先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上海交管部门，在特殊
地点和特殊时段， 把以往假期的 “开关式过马
路”及时升级为“雨刷式过马路”，可见其在确保
交通安全和顺畅上有多么用心、尽心、细心。从
这个角度上看，上海警方采取“雨刷式过马路”
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其背后所体现的“为
民”情怀值得肯定。

游客和行人，绝非简单的“被管理”对象，而
应是管理部门的服务对象。“雨刷式过马路”被
赞源于精细管理的诚心。精细化管理，把服务的
诚心落实到行动，社会一定会更和谐、更文明。

“雨刷式过马路”体现精细管理的诚心

新闻漫画

刷脸支付应兼顾
便捷与安全

当前，刷脸支付逐渐走进我们的生活。但消
费者和商家在感到新鲜、好奇的同时也发现，这
一设备利用率较低，体验也没有二维码支付好，
还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任何一项技术都有它适合的应用场景。就
刷脸支付而言，便捷与安全，缺一不可，否则就
成不了“气候”。一方面，需要行业自律，既需要
对采集到的个人信息进行加密存储， 也需要明
确和规范用户信息使用的目的和范围， 避免消
费者信息被过度使用。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监
管，消除监管的漏洞。此外，还应尽快通过立法，
让包括刷脸支付在内的人脸识别等， 都运行在
法治轨道上，努力实现多赢。如此，才能让刷脸
支付叫好又叫座。 文/张国栋 图/王成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