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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岳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
2019年经济工作， 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
作汇报， 研究部署201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会议强调，做好经济工作，必须激励干
部担当作为，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创造性贯彻
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

“创造性贯彻落实”是个新的表述。常言道：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顶层设计提供了宏观思路
和指导原则，保障了必要的基础条件，接下来便
是落实。决策落地、推进工作，其过程艰辛而漫
长，如果参与者热情不高，不注意发挥集体的聪
明才智， 有可能出现怠工、 敷衍塞责等不良现
象，使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毛泽东同志曾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
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
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这里的
“桥”或“船”，就是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过河”是
既定目标，将这个目标落实到位，那就要因地制
宜的创新。如果当地木头多，可以考虑造船方案；
若河边石头多，那就优先建桥；只是往返一次，还
可采取租赁方式等。总之，面对天堑，害怕水深，担
心路途远，不敢作为，永远也到达不了彼岸。相反，
结合本地资源优势，把能工巧匠调动起来，尽管
需要时日，甚至在过程中可能有挫折，但能在决
策部署与工作实绩之间搭建起务实的通道。

创造性开展部门和地方工作，首先要有战略
定力。符合中央精神，有利于社会进步，能够不断
改善民生的工作，就要坚定不移往前推进。其次

要集思广益，确保工作路径科学合理，争取用最低
成本获得最大社会、经济效益。第三要建立容错机
制。未来的改革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在“无人区”
里闯出一条路来，要尝试各种办法、探求多种路
径。对先锋队员要多鼓励而不是责怪，旗帜鲜明地
为他们担当。最后，完善绩效评价机制。机械地照
搬照抄，凡事搞“一刀切”，套框框，执行者固然没
有任何风险，结果却有可能南辕北辙。

四十年来，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
成就，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创造性地将马
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既
继承又发扬。对眼下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党中央
有总体要求，同样需要各部门和地方把握精髓，在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找到适合本地
的好路子，一抓到底、体现特色、取得成效。

阳明

近日到基层调研， 不少村民向笔者
反映：他们村的“第一书记”办了很多实
事，但与优秀失之交臂，希望笔者多宣传
该书记的先进事迹。

为群众办实事、口碑很好的“第一书
记”，何以与优秀无缘？村民们的话语一
针见血———“喇叭不吹不响”，他们的“第
一书记” 只顾埋头干活， 没有团队为其
“美容”。

村民们的话语并非空穴来风。时下，
一些评先选优， 只是从推荐单位上报的
“总结”“材料”“经验”中进行评比，使得
一些“汗水”流得多，但“墨水”用得少的
人员，被“优秀”“先进”拒之门外。久而久
之，便形成了“辛辛苦苦干，还不如围着
材料转”的怪现象。正因为如此，每到评
比表彰的时候，很多单位都组建“写作团
队 ”，缺 “笔杆子 ”的单位 ，甚至请来 “外
援”当“写手”。

不可否认 ， 书面材料作为工作纪
实 ， 的确能反映部分工作的进程和成
效 ， 可以作为考核评比的一种辅助手

段。但是，材料毕竟是经过加工后的“映
像剪影”， 仅以材料作为考核的依据显
然有失偏颇，不仅会降低“先进”“优秀”
的 “含金量”， 而且违背考核评比的初
衷，损害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和积
极性 ，形成 “汗水 ”不如 “墨水 ”的导向 ，
误导下级务虚不务实，平时工作用不用
心 、出不出力都无所谓 ，只要考核之时
安排专人写好材料 、做好汇报 ，糊弄应
付就能过关。

让考核评比回归本源，一方面要完
善评价体系，建立全面、科学、合理的评
价标准 ；另一方面 ，考评要坚持问题导
向， 对考评的内容要敢于提出质疑，避
免成绩被夸大。

时下 ，正值岁末年终 ，是各级各部
门全力收官的时候，亦是上级对下级一
年来工作 “打分 ”的时候 ，只有摒弃 “看
材料 、听汇报 ”的形式主义 ，深入一线
“望闻问切”，才能考出实绩、考出亮点、
考出问题， 让被考核单位发现问题、找
出不足，查缺补漏、改进工作，真正发挥
考核“指挥棒”的作用，杜绝“泡沫先进”
“创作典型”。

吴学安

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近日在京成
立。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网络游戏道德
委员会由来自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高
校、专业机构、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等研
究网络游戏和青少年问题的专家、 学者
组成， 负责对可能或者已经产生道德争
议和社会舆论的网络游戏作品及相关服
务开展道德评议， 引导网络游戏企业自
觉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履行社会
责任。

纵观近年来流行的一些网络游戏，其
道德问题屡屡引发公众质疑。部分游戏充
斥着暴力，如绑架、凶杀、喋血、斗殴、战
争；一些游戏里还常出现风水、占卜、算卦
等封建迷信内容。这些低俗、充满暴力的
内容，对玩家尤其是青少年玩家可能产生
的负面影响，确实堪忧。

网络游戏兼具技术和文化产品的双
重属性。 任何一款网络游戏都承载着一
定的道德价值， 会对游戏玩家进行或好
或坏、或善或恶的道德渗透，尤其对青少
年成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青
少年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形成， 喜爱模

仿 ，追求新鲜刺激 ，有道德风险的网络
游戏极易给他们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
面， 许多网络游戏是角色扮演型游戏，
具有高度仿真性，更容易让青少年玩家
沉醉其中不能自拔 。因此 ，充分发挥网
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对网络游戏的审查
把关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面， 对于网游产业来说，“保护
未成年人 ” 的理念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 ；另一方面 ，防止网民特别是青少年
网民沉迷网游，除企业自身开发防沉迷
技术外 ，也要靠行业监管 。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 ， 网游企业更不能眼里只有利
益，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责任。网
游道德审查机制的引入，能够通过不断
完善细化管理条例和法律法规，促进网
游产业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适度游戏益脑，沉迷游戏伤身”。网
络游戏道德委员会成立后，旋即对首批
20款存在道德风险的网络游戏进行了评
议， 对其中11款游戏已责成相关出版运
营单位认真修改 ，消除道德风险 ，对另
外9款游戏不予批准。 法治与德治并举，
自律与他律相济 ， 网游产业才能避免
“跑偏”，才能走稳走好。

苑广阔

“我是全职妈妈， 也是育儿课程的线上讲
师”“我是自由摄影师， 也是摄影技巧和创意的
线上讲师” ……如今在线上传播知识的不仅有
知识“大V”们，更有不少普通人。他们和用户之
间是更加平等的同伴关系， 一起探索生活的丰
富性和未来的可能性， 在新的教育时代找寻到
个体的温度与内心的丰盈。

“IP”来自于英语 Intellectual Property，翻译
为知识版权。以前在知识付费领域呼风唤雨的，

都是一些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 比如金融界的
理财高手，或是消息灵通、精通时事者，或有一
定人际关系能力而获得大家认可从而成为意见
领袖的人。可以说，他们基本上垄断了知识付费
初级阶段的网络流量，成为赢家之一。

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在知识付费
领域获得机会。中国微信500强的月报里，不断活跃
在“100000+”阵营的，有机构运营者，也不乏普通运
营人。如，“唐唐频道”“招财大牛猫”等，他们曾经是
普通上班族，如今专攻一个领域，成为“行走的IP”。

“行走的IP”有没有显赫背景和高学历并不

重要， 只要拥有与他人分享精彩的心和有价值
的知识、经验和技能，都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知
识分享平台，享受内容创作和知识变现。

当知识的供需双方相互促进， 不经意间让
知识得到了更多的尊重， 也改变了人们学习的
方式。今天，手捧书本、端坐课堂是学习，订阅公
号、线上听课是学习，知识社群、共同探讨也是
学习。学习的边界已被无限扩展。

任何人都乐见个人IP成为热词。 在互联网
时代，它还可以指一个符号、一种价值观、一个
共同特征的群体、一部自带流量的内容。从“万
众创业”到“内容创业”，当普通人成为“行走的
IP”，必然会启发更多出彩的人生，创造出更加
多样人生价值的实现方法。

评优评先，莫凭一纸材料论英雄

网游不是“德”外之地

抓落实要有创造性思维

乐见普通人成线上教育“行走的IP”

新闻漫画

手机锁屏，警惕
勒索类恶意程序变种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近日发现25个锁屏
勒索类的恶意程序变种， 该类病毒通过对用
户手机锁屏，勒索用户付费解锁，对用户财产
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这25个锁屏勒索类
的恶意程序变种包括拉圈圈神器 、QQ刷名
片赞、秒抢红包、葫芦侠、王者外挂大师、刷钻
助手、墨雪工具箱等。为了索取赎金，病毒制
造者还预留了联系方式、昵称和头像。

面对如此嚣张的病毒制造者， 法网已经
准备好。手机用户，面对无缘无故出现的链接
或文件，尤其是陌生用户通过短信、微信等工
具发送的链接或文件，请不要点击或接收。

文/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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