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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语 自由谈

来论

北疆观察

洞见

□周慧虹

一位基层干部这样描述他们的下乡
状况：“现在下乡，进村第一件事，不是去
村委会布置工作，而是先到挂点的贫困户
家去和他合个影，然后再找手机信号、找
GPS信号，因为要手机扶贫APP签到，上传
帮扶日志和照片。”名曰：工作留痕。

强调工作留痕，如今似乎成了地方工
作的一大特色。为此，基层干部手机中承
载的 APP及微信工作群几近泛滥，乡镇工
作群、乡村工作群、某县医保群、某县农保
工作群、某县扶贫攻坚群、某乡党建工作
群、某村村民群……更有的地方不惜拨付
专门费用，为基层干部配备专用手机，诸如
综合网格员专用手机、统计员专用手机、扶

贫干部专用手机、农业综合服务员专用手
机、纪检干部专用手机等，不一而足。

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福利，然而
如此工作待遇一旦过多过滥，则难免异化，
成为难以承受之重。试想，基层干部每天
得在那么多的专用手机以及各种 APP、微
信工作群中闪转腾挪，每天的工作心思主
要花在了关注手机是否有电、能否正常开
机？各个微信群、APP 是否都兼顾得到？
如此下去，他们还能安心于实际工作吗？

置身于移动互联时代，利用手机、网络
开展工作的确有其积极意义，然而所谓过
犹不及，过分追求工作留痕，一定程度上难
免得不偿失，不仅会引发基层干部吐槽，而
且还可能招致群众诟病。这不免使人联想
到前些年，电脑办公普及之初，许多单位在
推进工作创新上竞相开发系统软件，有些

系统软件不是给工作提供便利，反倒是在
添堵、添乱，以致上级管理部门不得不对此
加以规范，给办公软件瘦身。如此费力不
讨好的教训着实不该重演啦。

做好基层工作，需要的是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来不得半点虚假。至于那些工
具化的东西，说到底还是得务实、管用。
有效利用手机服务于基层工作，能否少一
些各自为战、多一些沟通协调，对现有的
手机 APP、微信工作群予以整合？能否少
注重一些形式、多讲求一些实效，把考核
管理的精力主要落实于相关工作预期成
效的最终体现？工作抓实了，民意监督的
效用凸显了，真实情况掌握得就会更多一
些、客观规律认识得就会更透一些，工作
留痕才会为取得工作实效服务，为做好基
层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工作留痕不是留痕工作

□魏寅

古代专事画竹者不乏其人。清代画家郑板桥把竹
子画得清新隽秀、独具一格，因此广为人知。历经 40
载春秋，郑板桥“日间挥写夜间思”，在熟谙各类竹子的
外表形态、独特风姿之后，不惜“冗繁削尽留清瘦”，逐
步达到了画筋、画骨、画精神的境界。通过长期的艺术
实践，他将画竹的真谛总结为“画到生时是熟时”。

“画到熟时”不难理解。经过艰苦磨炼，取得由浅
入深、由表及里的进步，画技就能日臻纯熟。何谓

“生”呢？生者，新也。随着认知水平的提升，在熟的
基础上再度探索、更上层楼，又会觉得有一些东西还
未认识到位，还是生的。画竹如此，对于探索新领域、
发现新知识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由生到熟，变熟
为生，再化生为熟，就不难在生与熟的演进中，实现认
知的螺旋式上升。

也有不少人感慨，“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或
许，这只是缘于感觉钝化、视线虚化、内心沙化，想象、
灵感、激情便随之渐渐枯萎。如此一来，熟视无睹便
在意料之中了。而自觉将对象陌生化，往往是自我超
越、自我突破的开始。让模糊的眼眸重新清亮、让麻
木的触觉再度敏感，重新审视那些本已熟悉的事物，
也许，新的风景就会呈现于不经意之间。

韩愈和贾岛关于“推敲”的轶事，早已成为文坛典
故，似乎再没什么特别的文章可做。美学家朱光潜经
过再“推敲”，却提出了新见解：断定该用“推”或“敲”
的前提，首先要弄清庙里有几个和尚；倘若只有孤僧
步月归寺，这门当然是他自己掩的了，若敲，反倒显得
做作。事实上，发扬领异标新的创造精神，大胆设问、
勇于质疑，善于从熟悉的事物中理出生疏的因素，有
助于揭示新的规律、开掘新的工作面。

“画到生时是熟时”，其实可以推而广之。现实中，
积分制不是新事物，但有些地区用积分制推动公共服务
同城共享，令人眼前一亮；“悬崖村”脱贫难，有的地方反
弹琵琶，开农家乐吸引游客，打造扶贫飞索……类似的
微创新，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务实管用的方案。这也
启示人们：这个世界并不缺乏创新的空间，而是缺少创
新的耐心与智慧。摒弃浮躁态度，葆有好奇之心，点燃
创新热情，再熟悉的路途也会有不一样的风光。

画到生时是熟时

街谈

□安华祎

三岁幼童、八旬老妪、年轻男女摩肩接
踵、挥汗如雨，只为看一眼那红的像火、粉
的像霞、白的像雪、五颜六色、娇艳欲滴的
芍药。这不是电影中的场景，而是前几天
在和林格尔举行的“内蒙古第九届芍药文
化旅游节”上发生的场景。

人间芳菲六月天，眼下正是内蒙古最美
的时节。辽阔无垠的草原、巍峨起伏的青
山、碧绿如玉的湖泊，一时间被万花簇拥，玫

瑰花、杜鹃花、芍药花、马兰花、柳兰花、油菜
花、金莲花、蒲公英花等相继开放……在一
片“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中，内蒙古各
地纷纷做起“赏花”文章，一大批景点景区，
因花闻名，借花揽客。

“旺季吃不了，淡季吃不饱”是很多景
区面临的窘境。内蒙古拥有一碧千里的草
原、浩瀚无边的沙漠、碧波浩渺的湖水、郁
郁葱葱的森林。多年来七八月份的夏季旅
游已成规模，近两年冬季旅游全面启动，而
4 月至 6 月的旅游业有些“青黄不接”。逐
花期举办旅游活动，打造旅游热点，就是为
了尽快补齐淡季旅游的短板，用线路穿活
动、用线路带景区，让我区的四季旅游各显
其能。

花季旅游是人见人爱的“美丽经济”，

赏花赏的是风景更是心情。时下，在各地
花季旅游一片兴旺的背后，存在着同质化
竞争、季节性短、产业链断裂等短板，也面
临着交通、餐饮、如厕等基础配套设施滞后
等隐忧。全面提升花季旅游的品质和品
位，不让花季旅游成为一锤子买卖，还得在
交通、住宿、购物、娱乐等环节多下功夫、多
想办法。建设质量有保障的服务体系，丰
富“旅游+”的融合发展方式，刷新人们的
出游体验，才会让旅客停下脚步、乐而忘
返，激发花季旅游的“蝴蝶效应”，有效盘活

区域大经济。
一花独放不是春，单一的项目和时间

支撑不了整个产业。尽管花季旅游重在赏
花，但也并不是培育花、推广花这么简单。
如果撇下当地旅游资源挖掘和重组，只借
一片花海而复制婺源油菜花奇迹是不切实
际的。在花季旅游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
下，必须种出特色，在可选择种植品种有限
的情况下，比拼的就是风土人情、民俗文
化、地方文化特色等赏花背景的差异。

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认为，产品附加

值更多体现在产业链的两端——设计和销
售，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
发展花季旅游，找到产品的附加值在哪儿
很关键。认清自身优势，清晰发展定位，采
取有效措施，以花为媒深挖各地的文化资
源，以点带面将产业链拉长，不断提升花季
旅游的附加值，才能为花季旅游注入新的
活力。否则，就是邯郸学步，山寨了别人、
丢掉了自己。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
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站在满足民众需求
的高度上，提升服务、打造精品，让民众拥
有更多、更富创意的选择，让花季旅游既有

“颜值”又有“气质”，芬芳花香必将成为吸
引游客的“强磁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也终将成为内蒙古的旅游常态。

花季旅游当既有“颜值”又有“气质”
认清自身优势，清晰发展定位，采取有效措施，以花为

媒深挖各地的文化资源，以点带面将产业链拉长，不断提升
花季旅游的附加值，才能为花季旅游注入新的活力

□乔杉

听说过“共享护士”吗？最近，不少
App 推出了“医护到家”“护士到家”等服
务，也就是流行的“共享护士”。在西安，
已经有部分市民开始“尝鲜”，而且评价似
乎还不错。“非常专业，态度好，时间准时”

“准时，技术熟练”“服务很周到，下次还会
预约”……从中大致可以看到“共享护士”
受欢迎的程度。

有需求的地方，就会出现供应。真正
的市场眼光，就表现为及时发现需求，及
时满足需求。“共享护士”的出现也体现了
这一点。可以预计，随着人们对健康的日
益重视，加之老年社会的到来，这个市场
会实现指数级增长。

现在，围绕“共享护士”出现了两种声

音：一种声音认为“共享护士”适应了方
向，满足了需求，千万不能一棍子打死；还
有一种声音认为，医疗服务具有特殊性，
一着不慎，步步惊心，很有可能产生医疗
纠纷甚至医疗事故。一段时间以来，共享
市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着这样的“前
车”，很多人对于“共享护士”心有戚戚焉。

两种声音都有道理，都值得重视。前
者讲的是包容，后者讲的是审慎，而这也
是当前社会对于新经济新模式的习惯性
认知。只是，包容与审慎是统一关系，不
能把两者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一旦“对
子”，就会“失子”。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真是一
个创新的最好时代。当前新经济竞相涌
现，其发展壮大无不体现了包容审慎的魅
力。拿外国友人称道的“新四大发明”来
说，其中的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都

是新经济新模式的典型，都是包容审慎的
结果。事物有两面性，新事物在发展过程
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抽丝剥茧，条分
缕析，正是把包容审慎割裂甚至对立开来
的结果。没有包容，就没有活力；没有审
慎，就没有活泼，最终没有活路。

当然，医疗服务具有特殊性，保证护
士资质符合政策要求、医疗环境符合医
疗要求、专业操作符合职业要求……这
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上门费用如何结
算，能不能纳入医保，上门服务如何保证
自身安全……这些问题更不能一笔带
过。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未雨
绸缪、严格管理，对症下药、多措并举，协
调好包容和审慎的关系，确保制度走在
问题前面，我们才能让这个新生事物走
得稳健、走得更远，让医患双方都能共享
安全、放心安心。

共享护士：从坏处准备向好处努力

□舒圣祥

前不久，郑州市旅游局官方微博发布 2018 新版
郑州旅游宣传片。此片一经网络传播，立即引发网友
热烈讨论。眼尖的网友发现其中存在硬伤：把开封的

“清明上河园”当成了郑州航空港区的“园博园”。宣
传片制作方回应，确系工作人员误用视频素材所致，
目前正在对该片进行全面审查和修改。

通常来说，只有爱一个城市，才能拍好这个城
市，这可能是一个较高的要求和境界，但真实准确、反
映本来面貌总该是底线吧，怎么能张冠李戴、傻傻分
不清楚呢？可是如今大多数城市宣传片都在走老套
路。花很多钱，交给名头很响的外地广告公司，只要
画面够美就行了，不管实际宣传效果如何、有没有符
合本地气质的细节展示与独特创意。

曾有人在网上贴出中国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制作宝
典”，套用该宝典，再融入各地名胜古迹，八九不离十的
宣传片就有了。在这些宣传片里，整齐划一面带微笑的
大合影、气势磅礴的新建筑或旧古迹航拍、汗水或泪水
划过脸庞的慢镜头、奔向太阳升起地方的孩子、公园里
打太极拳的老人、高架桥上的车流和马路上的人流等
等，都是必备且重要的元素。看多了，能不疲劳吗？

真正好的城市宣传片，不一定非得请外地大公
司，也不一定非得花很多钱。比如G20期间，名为《杭
州映像诗》的 8 分钟短片让人印象深刻。据悉，为了
拍摄这部作品，一对情侣用 5年时间跑遍了杭州的角
角落落，一共拍摄了 8000G 素材、9万多张照片，最后
在成片中大概用了1.8万张照片、150多个镜头。相比
工业化的生产，出于真爱、专业、专注拍出来的东西，
或许更好。

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工业化批量生产该降温了，不一
定每个城市都拍，更不必每年都拍。拍不出城市好形象
也便罢了，如果反而损害了城市形象，实在得不偿失。

烧钱的宣传片应该降温了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内蒙古贫困地区学生的身体综合素质有了明显改
善。截至目前，我区有31个县级行政单位实施了农村牧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其中包括8个
国家试点旗县、23个自治区试点旗县。营养改善计划共覆盖义务教育学校 985所，受益学生 25.69万
人。

图/商海春 文/安华祎

暖心餐

近日，网上持续多日讨论的关于影视从业人
员存在涉嫌签订“阴阳合同”逃税一事，国家税务
总局发通报称，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已责成江苏等
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如发现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

——据《法制日报》
锐评：从个案入手，逐步深入调查，掀起一

场全方位的查税行动，更值得期待。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中央文明办主办的“我推荐我评议
身边好人”活动开展 10年间，定格了成千上万普
通人善行闪光的瞬间。11681 人荣登“中国好人
榜”，11681 个感人故事，刻画着当代中国的道德
年轮。

——据新华网
锐评：这些凡人善举或许并不惊天动地，却能

释放出非比寻常的力量，激荡起我们的精神共鸣。

据报道，国家药监局大力鼓励儿童临床急需
品种申报，加强对非典型溶血尿毒症综合征、血
友病、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等儿童急需用药
的审评工作。截至 6月 1日，药审中心已发布 28
批优先审评品种目录，共将 520件注册申请纳入
优先审评程序，其中儿童用药72件。

——据《新京报》
锐评：对儿童专用药优先审评，无疑是破解

儿童“缺医少药”的良方。

“壮岁尘埃禄事牵，老归重到旧林泉”，教子
垂芳，荣亲养老，是每个成年人的责任担当，其间
的爱与责任相伴相生。最近，一则新闻故事刷新
了朋友圈：浙江杭州郊区 13位老人住别墅“抱团
养老”，他们的喜与忧引发众多议论。

——据《人民日报》
锐评：高龄化、少子化、空巢化与人口高峰、

就业高峰相撞，一起抵达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
化转型的交叉路口，家与国都需要共同努力。

近期，在线差旅、交通出行、在线票务、视频
网站、网络购物等诸多网络平台企业纷纷被曝出
可能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购买同样的产
品或服务，老客户反而要比新客户花钱更多。一
些平台利用大数据“杀熟”，是不少消费者曾经遭
遇过的事实。

——据人民网
锐评：大数据“杀熟”，伤了老客户的心，也

伤了平台未来的发展机遇。

“郑州一家垂钓基地即将举办钓鱼比赛，以
鱼身标号为依据，重奖路虎越野车（折合现金 30
万元）”一事经报道后，针对此类赛事是否涉嫌赌
博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辽宁警方
以涉嫌赌博刑事介入查办当地此类赛事，更是引
发郑州乃至国内垂钓圈震动和反思。

——据《燕赵晚报》
锐评：垂钓和赌博格格不入，本不该有交

集。让“脱缰赛事”回归休闲初衷，更不该有争议。

有媒体日前报道，福建省厦门市市民程先生
和女友欢欢喜喜去领结婚证，不料却因女友户口
簿内页的户口专用章是方形而非圆形的而遭遇

“卡壳”。程先生和女友到该市集美区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跑了两趟，还让家人回老家找派出所协
调，可还是没办下来。

——据齐鲁网
锐评：公章有“方圆”，但为民办事的本质不

应有差异。

最近几天，一张疑似前国脚安琦在路边卖樱
桃的照片在网上刷屏。安琦本人大方承认，“是
我……也没有很惨。如果辛苦可以让家人过得
更好，我可以做得更多，还有本人其实也没有那
么胖。”当年提起安琦，绝对是迷倒众生的“鲜肉
级”国脚，被国内媒体誉为“超白金一代”。

——据《北京青年报》
锐评：“前国脚卖樱桃”有何不可？每一个

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都值得尊重。

最近，《大理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三线”划定
方案》正式发布。有关沿岸的土地和房屋何去何
从的靴子最终落地——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
态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确定实施，项目范围内的
土地、房屋及附属建设都将有偿征收。相关负责
人表示，项目的腾退搬迁工作，将在今年 7 月开
始全面进行。

——据澎湃新闻
锐评：保护好洱海才是最大公约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