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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松

近日， 与基层干部相关的新闻颇受关注。
一则是我省第九届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受表彰代表载誉
归来； 一则是贵州黎平县九潮镇副镇长杨璟，
因为现场被人打伞的视频曝光，遭遇网络口水
汇成的“风浪”。 两则新闻，一正一反，再次引发
舆论对基层干部的讨论。

透过舆情，应该深入思考，如何才能把基
层干部队伍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今年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评选，注重推荐在完成急
难险重等重大任务中功绩卓著的个人和集体，
重点则是面向基层和工作一线，这有利于形成
奖励优秀的正向激励，对于督促基层干部奉公
守法、力行党纪有推动作用。 这是从根本上为
基层干部正名。

同时，更应注意到舆情中的主观偏见、刻板
印象。 网友从视频中杨璟的神态、 鼓起的小肚
子、被打伞没拒绝的画面中断定其“不是好官”，
强烈建议“好好查查”。 最后查出来他是周末无
休，奔走在脱贫攻坚路上，路遇车险主动指挥救
援。 不说劳苦功高，却也是在认真办事。

杨璟是第几个因为雨天被人打伞而被推
到“风浪”中的？ 已经很难统计了，在此之前几
乎是曝光一个、下台一个。 “吃瓜群众”也是始
终乐此不疲。 当这样的形式大于内容、当这样
的细节成为靶子， 不分青红皂白的非黑即白
“画像”是带“风向”意味的。 比如，打伞事件中，
明明是大雨来时一把可以用来同担风雨的有
情的伞，却彻底变成了高度敏感、互不相干的
“散”，将干群关系形式化、距离化了。

廉洁的干部是不能有肚腩的，指挥抢险应
该是泡在水里的，最好年纪轻轻还是满头白发

的……这些貌似符合网友心理塑造的基层干
部形象，却不符合生活现实。 因为偏见，将一些
一时不拘小节却一世干事担当、形象不入“主
流”却内心经得起“审美”的基层干部，简单粗
暴地拍进“风浪”中，这是不应该的。

我省全面加强基层建设过程中 ， 抛去偏
见、树立积极鼓劲的舆论导向势在必行。 如何
才是“打开”基层干部的正确方式？ 看看他们担
当的宽肩膀、成事的真本领，想想他们甘于奉
献、敢于斗争，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故事。 这
才是基层干部的主流形象。 不能因为极端个案
而简单贴标签，把基层干部污名化、妖魔化；当
然，也不能因为他们的辛苦与风险，就掩盖基
层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种种作风问题。 避免以偏
概全、剑走偏锋，才能获得全面、理性的认识，
让基层工作人员心无旁骛更担当，辛苦工作不
心寒。

唐卫毅

2014年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的高光
时刻，仍留在很多游客的记忆之中。但是，
日前有媒体报道，与主办方当初“打造永
不落幕的世园会”承诺不相符的是，仅仅
过了5年，这个曾经获得“世界设计建造金
奖”等8项大奖的4A级景区被指“撂荒”现
象严重， 园内不少景观设施严重破损且
安全隐患丛生。

《山东问政》的电视节目现场，青岛世
园会景区的现状被披露， 相关政府部门
相互推诿、不作为的事实也被媒体曝光。
在暗访视频中， 青岛世园会景区是一副
“惨不忍睹”的破败相，杂草丛生的道路、
破裂的地砖、斑驳的墙面，甚至随处堆放
的大批生锈的建筑材料触目惊心。

耗资百亿 “打了水漂”， 着实令人痛
心。 当年，世园会曾经请来了在上海世博
会担任总规划师的专家来担纲博览会的
规划设计， 关于场馆及景区的后续利用
问题也被作为“亮点”来介绍———规划建
设国际顶级旅游景区，以生态产业、高端
休闲服务、旅游度假、交易会展为核心，融
文化、居住、商务为一体的生态型综合功
能区。 当年津津乐道的“高光亮点”，如今

却成了“问责痛点”。
“青岛世园会”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全

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近些年来，不少城市
因为举办大型会议、大型活动，投资兴建了
一些新设施、新场馆、新景区，但是盛典结
束后，由于政府不可能再对其投入，一些建
筑因无力维护而只能在雨打风吹中日益破
败。 从问政节目曝光的内容来看，青岛当地
相关部门对于世园会景区的管理权不够明
确，包括招商、管理、运营等多方面都存在
政策模糊之处。 权责利不明， 人人都有权
管，人人又都可以不管。

“撂荒”，荒在服务、荒在创新，缺乏长
远发展的规划设计和系统管理运作是更
为重要的原因。 搞 “一锤子买卖”， 好大
喜功、虎头蛇尾，抱有只要“新景区”建成
了，游客就会源源不断、生意兴隆的想法。
殊不知，一旦后续设施维护和各项服务跟
不上， 游客就会 “用脚投票”， 不用过多
久， “新景区” 就逐渐没了人气。

事前规划、事中管理，要比事后“亡羊
补牢”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从“高光亮
点”到“问责痛点”启示我们，科学规划、统
筹布局、不断创新，源源不断注入新元素、
新活力、新动能，才能让新场馆、新景区等
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宋叙泓

近日，国航“监督员”事件引发舆论热
议。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最新回应称，涉
事的牛某某确系其公司员工， 但并非国
航监督员，该事件为旅客纠纷。

本不算什么大事，缘何愈演愈烈？ 追
根溯源， 是那位飞机滑行过程中不关手
机的乘客公共安全意识的薄弱、 法律规
则观念欠缺所致。

必须承认，即便牛某某不是“监督员”，
哪怕她犯有精神疾病， 但她让乘客飞机滑
行过程中关掉手机的出发点无疑是对的，
是捍卫自我和他人生命安全权的有力体
现。 即便其过激劝解所表现出来的“特权作
风”，也不能因此否认这一合法性。

从法律角度、安全意识上来讲，接到
民众报警，警方介入调查合法合理，滞留7
个小时只是此次民事纠纷调查程序的直
接结果， 而纠纷的双方应是牛某某与受
调查的旅客， 所涉及的任何利益损害赔

偿等，也仅仅是纠纷双方的事情。然而，随
着舆情发展， 网上争论的焦点却转向了
“精神病患该不该禁止乘坐飞机”，以及牛
某某作为“监督员”的真实性上，显然有偏
离正规之嫌。

当然，有精神疾病的乘客，同样是飞
行安全的隐患。 所幸的是，本次事件中牛
某某在飞机上并没有危及其他人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但也留下疑问，如何在确保
公共安全的同时，尊重和保护精神病人的
合法权益？一端是精神病患的个人合法权
益，一端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人身和财
产安全，说到底，全体乘客的出行权与公
共安全更重。

法律是安放社会共识的基石。倘若大
多数乘客有着更高的安全意识、 公共意
识，自觉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倘若国航以
特殊旅客的情况来对待，判断牛某某是否
符合承运条件并提前做出特殊安排，或许
就能避免类似情况重演，避免出现网友所
担忧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悲剧发生。

苑广阔

连日来，淳安女童章子欣失联溺亡案件受
到社会广泛关注。 案件之离奇、情节之复杂，使
很多热心网友加入到讨论中来，密切关注着案
情的进展。 直到现在，两名租客为何自杀、女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到底有怎样的遭遇等疑难，
都还没有明确答案。

女童章子欣从失联到遗体被发现，她的家
人无疑成为了外界关注该事件的焦点。 不少网
友指责他们没有尽到照顾孩子的义务，似乎这
家人怎么做都有不对之处。 比如，章父赶回家

里安慰父母，就被网友指责“孩子都还没找到
你们就回家了”；章子欣的爷爷热情好客，拿桃
子招待客人，就被网友批评“孩子都失踪了，怎
么还有心情去采桃子？ ”在此过程中，甚至还有
一些本和事件没有直接联系的内容，也被带了
出来，比如章子欣父母之间糟糕的夫妻关系等
等，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舆论压力。

章子欣的遗体被发现， 最痛苦的非她的家人
莫属，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静一静”，让时间抚平
内心的伤痛。 所以不管是章子欣的父亲，还是她的
姑父，都不止一次地对外表示，“家人想静一静”“遗
体的后续安排不希望再受到关注”等。

“静一静”的诉求，应该得到尊重。 更何况，在
整个讨论过程中，有的网友怀着道德优越感，站着
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做事后诸葛亮，不知道居
心何在？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有的自媒体专门利
用此事蹭热点赚取流量， 甚至曝出了百度公司的
新闻编辑冒充章子欣父亲擅自发文的闹剧， 导致
网友对这个家庭产生更多更大的误解， 完全是在
伤口上撒盐。 这是一些媒体从业人员不负责任的
表现，不仅违背新闻伦理，而且有违人性。

小女孩走了，这是一桩无法挽回的悲剧。 尊重
她父母家人的意愿， 把后续的问题交给公安机关、
交给法律，让他们在时间的流逝中走出失去至爱亲
人的痛苦，是我们能够给予的善意；讨论中每个人
都能为自己发表的言论负责，让网络环境得到进一
步净化，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打牌子”牟利？
此路不通！

虽然“打牌子”手段各异、花样百出，但万变不离其宗的
是牟取私利。近年来，全省各级纪检部门严肃查办的贪腐案
件中，总能找出“打牌子、牟私利”的魑魅魍魉。

举头三尺有纲纪。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坚决抵制和严肃查处利用领导干部名义“打牌子”
办事的规定》， 就是要警示那些心怀鬼胎的李鬼们：“打牌
子”牟利，此路不通！ 文/杨兴东 图/王成喜

从“高光亮点”到“问责痛点”的启示

定分止争，法律不能缺位

抛去偏见，树立积极鼓劲的舆论导向
———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系列谈③

观点表达，请多些善意多担责任

新闻漫画

荨荨（上接1版）
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 河两岸很多渡

船被藏了起来。邱家儒当时正在渡口附近，对
面游过来两个人，朝他喊了一声：“同志！”

“我父亲后来说，就在当时的几个月前，
渡口这里就有一支红军部队经过，当听到‘同
志’这句话，他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觉得他们
一定是红军的部队！”邱声彪告诉我们，红军
得知父亲是一名渡工， 希望他能帮助红军渡
河， 并询问摆渡过河的价钱，“父亲一口就答
应下来，‘你们随到随过，不收钱！’”

邱家儒所撑的渡船，一次只能装下40人。
为了加快速度，他赶紧叫来几个熟悉的村民，
撑来第二艘渡船。

随后， 按照约定， 邱家儒来到渡船上等
候。很快，红军大部队就来到对岸，他赶紧撑

船往河对面划去。
就这样，两艘渡船在河面上轮番摆渡，连

夜帮助红军渡河。邱家儒几个人使劲撑船，到
后来累得手脚都直不起来。

“因人数众多，光有渡船还远远不够，红
军就在渡口上下各搭建了两座浮桥。”道县文
联主席、史志办原副主任唐小峰介绍。

为了支持红军， 当地村民有的卸掉自家的
门板、床板，有的拿来自家的晒衣竹竿等，抬到
河边帮助红军架设浮桥。军民一条心，红军大部
队连夜成功抢渡过河，然后设伏阻击追敌。

“临走时，红军战士不忘把这些东西归还
老百姓， 匆忙中还将一家门板上错了， 一扇
高、一扇低，在我们这里留下了‘高低门’的故
事。”邱声彪笑着说。

一夜下来， 劳累的邱家儒正准备坐下来休

息。这时，他看见一个红军战士身上带了个大竹
碗，产生了兴趣。红军战士告诉他，这是用井冈山
的翠竹做的。 邱家儒感慨地说：“井冈山的竹子可
真大，我这根撑渡用的竹竿没法比啊。”

“红军战士就说，‘同志，你给了我们这么
多帮助，我身上也没什么东西，就把这只竹碗
送给你做个纪念吧’。”邱声彪说，这名红军战
士当即就把这只竹碗送给了父亲。

就这样，这只竹碗留在了邱家，成为那段
烽火岁月的见证。

在邱声彪的家里，我们见到了这只竹碗。
它直径约12厘米、高13厘米，碗口处刻有两道
紧挨着的圆，外表饰以浅浅的花纹。在竹碗中
部，有两个相距约4厘米的孔眼，方便用绳穿
孔悬挂，便于携带。

“直到湖南和平解放后，父亲才跟我讲起

他帮助红军渡河的故事。去世前，还不忘叮嘱
家里人，红军对老百姓好，这只红军竹碗，要
好好珍藏。”如今年事已高的邱声彪说起这段
往事，眼角湿润。

时光荏苒。85年过去，竹碗上印着的烽火
岁月已离我们远去， 但葫芦岩渡口的涛声依
旧那么清晰。

【采访手记】

用心换心 以情换情
张斌

行走在渡口沿岸，码头的青石板，已被岁
月打磨得失去了棱角。但谈起红军的故事，这

里的人们，脸上仿佛绽放着光芒。
放眼长征，每一次抢渡，都刻录下红军奋

勇无畏的坚定步履，每一次涉水，都记载着军
民同心的热血往事。当年，为了帮助红军跟时
间赛跑，葫芦岩的群众忙碌一夜，有的不辞辛
劳、分文不取，有的不惜卸下自家的门板 、床
板，浮桥与渡船并用，才使红军顺利渡过艰难
险阻。红军留下的一只竹碗，不仅仅是表达对
群众付出的感激， 更代表了鱼水情中所有人
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

与民同苦、为民而战 ，我们党就这样 ，把
理想信念的种子， 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厚
土沃壤，守护着人们的希望春天 。今天 ，我们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更要坚守自己的初心
使命，用心换心、以情换情、融入血脉，赢得人
民群众的真心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