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振南

5月的岱海湖，虽然还没有夏日里碧波万顷
的最佳颜值，但孕育了一个冬天的生机已然喷
薄而出。行走于岱海边上，看着湖中嬉戏的天
鹅、赤麻鸭、白鹭等水鸟，很难想象这是几年前
那个水位快速下降、湿地逐步退化、土地盐碱化
程度加剧的岱海。

凉城县环保局办公室副主任李瑞宏感慨
地告诉记者：“这两年岱海的环境真是好多

了，水质恶化趋势得到控制，水量有所升高，
滩 涂 湿 地 草 木 茂 盛 ，湖 体 生 态 功 能 逐 步 恢
复，尤其是天鹅等对环境要求极高的候鸟的
回归，是对我们岱海湖综合治理工作的莫大
鼓励。”

回望乌兰察布近年来“拯救”岱海的坚定步
伐，无论是以“外引内治”为主导，实施“两节两
补两恢复”的保护措施，还是开展弓坝河生物净
化工程、岱海电厂中水回用工程、退耕还湿还林

（草）工程……既让外人看到了乌兰察布保护岱
海生态环境的拼劲与干劲，也让乌兰察布人体

会到生态建设的重要性。
事实上，与岱海看得见的变化相比，更深

层次的变化还在于人们观念的嬗变：为了岱
海，周边村民心甘情愿地封停机电井、改种耐
旱作物，不再使用农药、地膜和化肥；为了岱
海，岱海电厂斥巨资进行“湿冷改空冷”改造
工程，不再向岱海取水和排水；为了岱海，乌
兰察布近两年制度出台频度之密、保护力度
之大、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可以
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
植于当地民众脑海里，铭刻在企业发展之路

上，根植于党员干部的政绩观中，这必将为岱
海保护、为当地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

湖泊是镶嵌在大地的明珠，上接天雨、下纳
百川，涵养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民。保护好岱
海，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殷殷嘱托，也是
广大人民的美好期盼。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
山银山。各方携起手来，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岱海这颗“塞外明珠”定会
更加璀璨。

让“塞外明珠”更加璀璨

□张淳艺

出差忘带身份证，找闪送员送到机场；
想买生鲜、零食又懒得出门，找外卖小哥代
买……近几年，同城配送市场日渐壮大，随
着同城跑腿平台崛起，快递和外卖巨头也纷
纷争抢这块“大蛋糕”。但这种花钱买时间
的跑腿服务，目前还处于监管“真空”。

如果说，前些年一些中小创业公司开展
同城跑腿服务是 1.0时代，如今，随着京东快
递、美团外卖等巨头相继推出同城急送服
务，跑腿行业已经进入 2.0时代。不过，在行
业步入发展快车道的背后，依然面临监管盲
区的尴尬。作为一个新兴业态，跑腿服务没
有具体的行业界定，也缺乏完善的行业规范
和法律条文加以约束。在工商部门注册时，
有的地方将其登记为物流企业，有的则是归
入家政服务或中介服务，究竟该由谁来监
管、如何监管，很难说清楚。

这直接带来跑腿行业准入门槛低和一些
企业收费定价随意、服务缺乏保障等问题。
一些跑腿公司就是“皮包公司”，今天开门营
业，明天关门大吉。曾有媒体报道合肥一家
名为“快服务”的跑腿公司突然关门，近20名
员工的工资无处讨要，当地一家水果店充值
的 1 万元跑腿费也打了水漂。同时，跑腿服
务延迟送达、损坏物品、信息泄露等问题也备
受诟病。前不久，艾媒咨询发布的《2018上半
年中国即时配送市场监测报告》显示，34.3%
的受访用户遇到过货物安全问题，其中 56%
的用户遇到过货物损坏的情况，52.4%的用户
遇到过文件、证件等重要信息被暴露的情况。

在当下快节奏社会，跑腿服务迎合了公
众花钱买时间的需求，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
一步细化。不过，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跑腿
行业缺乏有效监管和规范，势必影响行业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牵
头制定的《同城物流配送服务规范》已于去
年 7 月立项，有关方面应尽快完善跑腿行业
的法律制度和行业规范，厘清跑腿平台的责
任和义务，将跑腿服务纳入监管体系。让监
管也“跑”起来，与行业发展步调一致、齐头
并进，跑腿行业才能行稳致远、赢得未来。

跑腿生意火爆
监管也要“跑”起来

□黄福特

同学小聚，在机关工作的人说到晋升的
话题，往往很热烈。什么三年正科、五年正
处，未及年限者充满期待，快速提拔者心情
愉悦，提拔落后者愤愤不平。不少单位、同
事在一起聊的话题也多集中在提拔上，谁谁
提拔快，谁谁还在原地踏步，或是羡慕或是
叹息。

类似现象可称之为“升迁焦虑”。应该
说，追求进步本无可厚非，在职业生涯中锐
意进取也是一种积极态度。但如果这种“进
取”转化为焦虑情绪，甚至一味用职务升迁
来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乃至以升迁的速度
衡量职场的成败，这不仅会影响年轻干部干
事创业的心态与作为，也容易在机关内部形
成一种焦虑情绪和攀比氛围，甚至出现“不
琢磨事、只琢磨人”的不良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样勉励青年人：
“立志是一切开始的前提，青年要立志做大
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刚走上工作岗位，就
不以做大事为志向，却用精准到年份的方式
规划自身的升迁路线，看似有目标有斗志，
实则“谬以千里”。因为一旦不能如愿，就会
认为自己职场很失败，愤懑、失落、牢骚就会
随之而来，导致工作上无甚建树，精神上较
为压抑，生活上感到黯淡。其实很多人在心
里也清楚，职务的升迁既有个人贡献与综合
素质等因素，也有岗位需求、现实机遇等因
素，同时也因金字塔式的升迁结构，越往上
职位越少，必然要优中选优。但还是在内心
里容易走入死胡同，甚至往往忽视自身能力
等因素，转而埋怨用人不公，乃至搞起歪门
邪道那一套。这正是“立志做大官”必然带
来的思维困境。

立志做大事，就是将做大事与自己的职
业规划联系在一起，不断培养自己做大事的能
力。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更应该关注
能力的提升而非职级的变化。一年内熟悉岗
位业务，三年内在完成岗位工作的情况下创新
创造，五年内能带领团队完成项目……这样
的职业规划，正是以干事创业为标准，摈弃
了利益得失的干扰，想的是撸起袖子加油
干，又如何不能大展拳脚，干出一番事业？
很多时候，找到了人生的发力点，干出了成
绩，升迁提拔也会水到渠成。如果把人生比
作一条直线，那么职场升迁仅仅是散落在直
线上的点，虽然构成了人生，甚至决定了人
生的方向，但是无法决定人生的长度、宽度
与厚度。

“人生在世，总要做点事，总要有点价值
吧。”一位科学家抱守这样的原则，在逆境中
也成就了一番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说，摆脱

“升迁焦虑”，立志做大事，不仅会开阔胸襟
与视野，更能迎来属于自己的舞台。

摆脱“升迁焦虑”

□毛建国

写文章引用名人名言，这是司空见惯的
事。其中，鲁迅说过的话尤其受到欢迎，至于
真真假假那就需要一双慧眼了。近日，北京鲁
迅博物馆开设了一个网上检索系统，可以检索
到鲁迅生平所有作品中出现过的名言字句。
大批网友纷纷前来检索，检验火遍全网的鲁迅
名言表情包中的名言是否真是鲁迅所言。因
为查的人太多，网站一度崩溃。

其实，不仅是鲁迅先生，还有很多盛产名
言的名人，比如张爱玲、莎士比亚等都需要有
这么一个检索系统。从技术层面上讲，这可能
真不是什么问题，而且做这件事除了公益性外
还可以“蹭流量”，不排除有人受此启发，做一
个“名言检索系统”。可是，即便有了这个系
统，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吗？比如作家莫言，就

是一个“盛产名言”的名人。有网友在微博上
发了一条“莫言名言”，并@莫言本人。莫言深
夜回复“我也想知道这是谁写的”，否认网友转
发的名言出于自己之口。

一般来说，名人名言往往都是用精妙语言
讲一个深邃道理，很多名言还富有文字美感。
写文章时，为了增强美感、厚度以及信息量，可
以适度引用名言。有人就曾讲过，想让文章出
彩，引用名言是个妙招。这也是得到公认的写
作技巧。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出在过度引用上，很多
人利用大众对名人和权威的崇拜与信任，“拉
大旗作虎皮”，故意通过引用名言来显示水平，
显得文章有厚度。很多人写文章，陈述每一个
观点，都要抛出名人名言，把名人名言拿掉，几
乎没有了自己的内容。还有一些人只引用不
论证，通过名人名言来代替论证。其实很多观
点根本站不住脚，但因为引用了名人名言取代

了论证过程，有时显得貌似有理。很显然，这
是一种文风问题。

写文章不必讳言引用，写一手好文章，离
不开海量阅读和长期积累。真正需要引起警
惕的是过度引用，是只有引用没有论证，是只
有“鲁迅说过的话”没有自己说的话，是用名人
名言来掩盖自己思想的贫乏。当然，反对这股
风气，并不是反对建立“名言检索系统”。技术
当然有用，但也不能回避文风的问题。换而言
之，以后写作都从系统里检索一下确保真人真
言，那就意味着没有问题了吗？

面对大量假名人名言的事实，何止“鲁迅
说过的话”需要检索系统。“假”的背后还有

“过”，还存在文风问题，“鲁迅说过”背后的文
风更应该关注。于作者而言，要多讲自己的
话，多讲经过深思熟虑的话；于读者而言，也要
破除权威崇拜，学会独立思考，不要一看到名
人名言就无条件信任。

更应关注“鲁迅说过”背后的文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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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竞争激烈的马文化产业中脱颖而出，必须注重核心价值的挖掘与
弘扬，既要突出地域文化和民族元素的独特魅力，也要让历史传承与当代
风貌紧密融合，提炼马文化的时代精髓，塑造属于内蒙古的马文化IP

□白江宏

一枚枚手工刺绣马博会 logo 胸花，一张张
羊皮纸邀请函，一支支激情澎湃的歌舞……在
第二届中国马文化节暨首届内蒙古国际马文化
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内蒙古以独具特色的方
式向世界发出了浪漫的骏马之约，开启了一场
瑰丽而宏大的马文化盛典。

蒙古民族，被称为“马背民族”。马，既是草
原民族精神的化身，也是草原民族文化的摇
篮。内蒙古的马文化源远流长、意趣深邃。举

办世界级马文化盛会，内蒙古有强大的自信和
充足的底气。在当前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大势
下，借助马博会这一重大契机，深入挖掘马文化
底蕴，树立民族文化品牌，建设国家马文化示范
区和世界马文化之都，不仅能够满足人们日益
增长的文化需求，更是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竞
争力的有效途径，能够为发挥我区马产业传统
优势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撑，既是时
代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选择，可谓正当其时。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悠久的历史文化、浓郁
的民族特色，为我区打好“马文化牌”奠定了良好
基础。然而必须看到，马作为一个文化主题，具有
多重内涵。马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并
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区所独有的。放眼世
界，美国牛仔文化、欧洲宫廷马文化、阿拉伯马文
化、中国云南“茶马古道”的马帮文化等，都已形成

了独树一帜的文化景观，人文底蕴深厚且高度发
达。这启示我们，要在竞争激烈的马文化产业中
脱颖而出，必须注重核心价值的挖掘与弘扬，既要
突出地域文化和民族元素的独特魅力，也要让历
史传承与当代风貌紧密融合，提炼马文化的时代
精髓，塑造属于内蒙古的马文化IP。

“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百岔的铁蹄马。”
蒙古马是内蒙古特有的马种，它体格不算高大，
但脚力非凡、体魄健壮，能在风霜雨雪中奔腾如
飞，能在赤日炎炎下行走如流。在马背民族的
心目当中，蒙古马是一种美好人格的象征，蕴含
着弘毅、敢当、仁厚、自敛、无畏、忠诚、刚烈、坚
韧的内在精神品质。千百年来，蒙古马精神世
世代代鼓舞着草原人民拼搏奋斗，克服艰难险
阻。进入新时代，蒙古马精神与改革创新、锐意
发展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

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寄语内蒙古各族干部
群众要像蒙古马那样“吃苦耐劳、一往无前”，就
是对蒙古马时代精神的深刻总结和精辟概括。
与时俱进的蒙古马精神，为我区塑造马文化品
牌提供了价值导向。我们要以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和艺术形式充分展示、大力弘扬吃苦耐劳、
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守护和传承内蒙古的
马文化情怀，使之融入到草原人民的血脉之中，
成为砥砺奋斗的精神标识。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蒙古人与马相依相伴、
甘苦与共，习得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创造了
亲近自然的游牧文化。弘扬蒙古马精神，应当充
分挖掘其生态价值内涵，积极迎合内蒙古“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时代呼应，展示人与马、人与草原
和谐共处、诗意栖居的大美境界，向世人传递马背
民族天地人马和谐共存的价值观和生命观。通过
讲好马文化故事，沟通人心与自然，有效增强生态
价值共识，为推动绿色发展凝心聚力。

蒙古马，这一驰骋天地的精灵，驼负着草原
文化的荣光穿越沧桑岁月，未来也必将承载起
草原儿女的梦想，激荡起一个奋进的新时代。

塑造属于内蒙古的马文化IP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有关检查指标，购买“粉丝”、强制要求群众点赞、不更新无回应等
弄虚作假的政务新媒体将被单项否决并通报。 新华社发 徐俊 作

新渠道

打开电子书阅读器，海量图书一键下载；
扫一扫二维码，手机自动朗读绘本；戴上增强现
实眼镜，书中的古代战场和将士如在眼前……
5G时代的数字阅读，能助人实现“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不久前，一项调查显示，2018年
我国数字阅读产品数量大幅提升，手机阅读、平
板电脑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日趋普及。

——据《人民日报》
锐评：不论是数字阅读还是传统阅读，

追求优质阅读才能享受读书之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将推进设施
便民，落实服务窗口设计标准，杜绝“蹲式、踮
式、趴式”柜台，在新建和改建中不得设置隔
离玻璃，合理配备取号、查询等自助服务设
施，聚焦精减证明材料等方面，着力解决系统
行风建设存在的问题。

——据澎湃新闻
锐评：小窗口大责任，别让“蹲式窗口”

变成为民服务的“创口”。

每到求职季，各种“教你如何写简历”的
攻略总是遍布各大求职论坛。在这些“攻略”
的影响下，想出各种招数给自己增添一些“名
头”，似乎成了求职者们让简历变得“漂亮”的
流行路数，甚而有人为了简历“好看”弄虚作
假，胡编乱造。

——据人民网
锐评：简历能够造假，但实力不能。努

力拼搏才当得起人生硬核玩家。

日前，南航CZ8427南宁—曼谷航班，因旅
客向飞机投掷硬币而延误78分钟起飞。报道
称，该旅客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此前一周，
天津航空GS6681呼和浩特—赤峰航班，由于旅
客向发动机投掷硬币导致航班取消，呼和浩特
机场公安分局民警随即将涉事旅客带离飞机。

——据《光明日报》
锐评：拒绝朝飞机扔硬币，防范与惩戒

缺一不可。

近日，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患病众筹
事件引发热议。据报道，吴鹤臣突发脑溢血
入院后，其家人通过水滴筹平台向社会筹款，
目标是 100万元。事发之后，许多网友对这
一众筹行为提出了质疑，吴鹤臣的妻子虽然
陆续发文回应，并停止了众筹，但这些解释并
未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

——据新华网
锐评：众筹不是筐，不能将所有东西都

一股脑往里装。众筹只有更纯粹，网络救助
才更有力量。

最近，一则“90后小伙在羌塘无人区失联
50天被找到”的新闻牵动了不少人的心。尽
管该户外爱好者创造了“断粮7天，只能吃草
根、苔藓”的生命奇迹，但一行人穿越羌塘无人
区的活动属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事后
还发生了拒绝接受行政处罚的现象。不久前
传来消息，穿越者终于认罚，交齐了5000元罚
金。然而，这一连串的波折引发公众热议。

——据《中国青年报》
锐评：探索自然不能逾越法律底线，这

应该成为每一项极限运动的自我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