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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原则护短终是害
□吴桂桃

“我们局长很讲情义，干部职工犯了小错，
他从不小题大做，不轻易批评谁处分谁，尽量
给予保护维护。”近日，某机关干部评价单位领
导时很自豪地说。

关心爱护干部职工，既是领导职责，也是
体恤下属，能够激发创业热情，鼓励大家奋发
有为。但关心干部职工，不等于无原则护短，
体恤爱护下属，不是盲目保护维护，而是要毫
不含糊地把制度规矩纪律挺在前面，合规合
法给予关爱。有道是“宽是害，严是爱”。关
心不能用错地方，尤其干部职工触犯制度规
矩，不能妄加护短，该批评的要批评，应处分
的要处分，及时为其拧紧螺丝，避免跌进深
渊。

何谓关心爱护？帮助干部业务提升、思想
政治上进步、解决工作生活困难，才是关爱的
正确打开方式。有名干部违纪落马，曾经的老
领导感慨：数年前他遭举报，就不该设法保其
过关，要是当年狠狠心，他也不至于更加有恃
无恐，也许不会铸成大错。

有的领导护犊心切，把护短当作关心。当
干部有了违纪苗头时，不是严肃批评教育，不
是及时正确引导，而是想方设法为他们开脱，
极力捂紧盖子，护其周全，尽可能地减轻处
罚。在这样的特别“关心”下，坏苗头得不到及
时遏制，必然会发展成违纪违法行为。

盲目护短是放任，是失责，对犯错干部来
说无异于“毒药。无原则“维护”，也是履行一
岗双责落实不到位，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
缺失。对个别干部护短，怎能让其他干部信
服，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焉能形成？

短不可护，护短终短。纵观落马干部，大
多有着相似经历，开始思想动摇，再到轻微违
规违纪，最终酿成大贪巨腐。倘若在苗头阶段
扯扯袖子、拉拉衣角，多红红脸、出出汗，及时
刹住跑偏的车轮，也不至于毁掉一名干部、带
坏一方风气、影响一地发展。

对干部管理严格，既是全面从严管党要
求，也是新时期建设发展的需要。干部成长
历程中，总会充满各式各样诱惑。出现不良
苗头时，不能帮着打掩饰，而是要及时批评教
育，帮助干部补短，让干部正视错误，从思想
深处加以整改，从而避免“小洞不补，大洞吃
苦”的恶果。

正所谓“护人之短，损人一世；补人之短，
益人一生。”对待存在错误和缺点的干部，需要
拉得下面子、扬得起鞭子，趁“疾在腠理”，早治
早愈，莫等“病入骨髓”，悔之晚矣。

“网红景点”该管管啦！
□江德斌

美出天际的“天空之镜”，不过是几块拼凑
的镜子，周边环境杂乱不堪；浪漫迷人的“普罗
旺斯薰衣草花海”，其实是一小片稀稀拉拉的
盆栽；刷爆朋友圈的“梦幻灯光节”，现场充斥
着各种“土味皮卡丘”……近年来，各地“网红
景点”层出不穷，但一些景点通过虚假宣传“诱
骗”消费者，受到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业内
人士认为，在当前旅游业逐步复苏的背景下，
旅游景点应修炼好产品和服务的“内功”，不能
为了短期利益而触碰法律红线。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一些景点
在社交媒体的传播效应下，关注度陡然升高，
一张照片、一段短视频，就迅速积聚海量人气，
摇身变成“网红景点”。随之而来的是源源不
断慕名打卡的游客，继而带动相关消费。在利
益的驱使下，部分本来并非“网红景点”的景
区，也绞尽脑汁蹭热点、虚假宣传，将自己包装
成所谓的“网红景点”。

这些在宣传广告、朋友圈里美轮美奂的
“网红景点”，往往以病毒式传播的方式，迅速
成为网络热点，吸引了很多网友关注，勾起网
友的参观欲望。然而，当网友亲临现场之后，
才发现这些“网红景点”根本就名不符实，只
不过是精心打造的“照骗”而已，现实情况与
用滤镜拍摄、精修美图有天壤之别，令人不免
大呼上当受骗。

为达到诱人目的，各地“网红景点”使出
五花八门的手段，刻意包装、虚假宣传、虚构
事实等。比如引起社会舆论轰动的临武县滴
水源“天空之镜”网红景点，实施了“以小充
大”“移花接木”等虚假宣传手段，用几块镜子
拼凑起所谓的“天空之镜”，成功忽悠了大量
游客，获利达十倍之多。其他采取虚假宣传
手段的“网红景点”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目
的就是导流骗钱。

通过虚假宣传，旅游景点能在短期内获取
高额回报，小投入大收益，令景区趋之若鹜。
虚假宣传做的是“一锤子买卖”，游客来了一
次、上当受骗后，就不会再回头了。显然，不求
天长地久，只求快速获利，这些“网红景点”追
求短期利益，拿“照骗”代替真实，只会迅速消
耗掉信誉，引起网友的反感和抵制，最终遭到
社交媒体的反噬，成为速朽的“网红景点”，并
对旅游经济造成伤害。

为了维护旅游市场秩序，促进产业健康发
展，监管部门应依法严厉打击“网红景点”的虚
假宣传行为，按照违法后果的轻重程度给予相
应的处罚，令其付出应有的代价。此外，“网红
景点”的虚假宣传亦属于信用污点，应将其纳
入景区管理的“黑名单”，及时向社会各界公
布，提醒广大游客不要上当受骗，以达到釜底
抽薪的效力，逼迫景区改过自新，重新回到发
展正轨上来。

□吴睿鸫

所谓老年代步车，属于低速电动车的范
畴。许多老年人选择不用考驾照、不用上牌
照、外形酷似小汽车，但价格便宜很多、速度
也不算快的老年代步车，出门买菜、接送孩子
等，这不仅解决了老年人出行不便的难题，也
解除了不少年轻家庭接送孩子的后顾之忧。

可是，老年代步车在提供诸多便利的同
时，也给社会带来不少负面效应。首先，老年
代步车乱停、乱放以及挤占机动车位等现象
严重，给城市管理带来挑战；其次，市场上生
产的代步车由于缺乏相应标准，商家出售的
老年代步车也大多超标，跑起来很“狂野”，给
交通安全带来重大隐患。去年6月份，河北省

张家口市一小学附近，就发生一起一辆老年
人代步车撞倒 11 名行人的事件，其中 6 人为
学生。

“野蛮生长”的老年代步车，目前已成为
全国各个城市共同面临的治理顽疾。但是由
于代步车从“生下来”就是“畸形儿”，流入销
售市场后的治理措施也存在问题，再加上执
法对象是大多数人“碰都不敢碰”的老年群
体，要管理好和整治好老年代步车，其难度可
想而知。

当然，对于无序发展的老年代步车，绝不
能一棒子打死，应当给它一个合法性出口，促
使其步入法治化轨道。令人欣慰的是，去年1
月份，国家标准委已对《老年电动代步车标
准》进行公示。随着标准的逐步实施，老年代
步车将正式从低速电动车这一品类中独立出

来，制定出相应参数指标进行规范。譬如，车
速设计在 15 公里/小时之内、车型尺寸的限
制、整车底盘高度不能太高、刹车制动距离在
0.5米之内等等。

对于老年代步车，应纳入既有交通规则的
范畴。比如，可以像机动车那样，为代步车缴
纳强制性保险，让发生交通事故时有保险来兜
底；再如，交通法规明确规定，私家车驾驶人年
满70岁的，需一年提交一次身体检查，老年人
代步车也可引入类似身体检查机制等。

最后，还要完善监管体制。因为目前没
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和清晰的主管部门，市场
管理、交管、质检都面临难以管控的苦衷，最
终陷入“没人管”的窘境。唯有明确各监管部
门的责任与职责，形成强有力的监管机制，才
能让老年代步车主动“适老化”，行稳致远。

给老年代步车一个合法化出口

□童其君

近日，山西太原教育部门明确规定：严禁
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打扫教室卫生、点赞转发
各类信息。10 月 26 日，太原教育局出台《关
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减负工作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从规范中小学生作业
管理、推进课后托管服务、促进教师回归教书
育人主业、推进教育管理机制改革等工作上
全面发力，切实减轻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的过重学业负担，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世易时移，时势易也！不知从何时起，家
长要批改孩子作业，要签字。可以说，现在老
师变成了灯泡，你不交清电费，它就无法给你
送来光明。想当年我们孩提时候读书，家长

是不用给我们批改作业的，那时的老师都是
坐在煤油灯下批改学生们的作业到深夜。如
果非专业的家长把孩子的作业都批改完了，
那还要专业的老师做什么？

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位老教师义正词严地
批评自己在某小学教书的女儿，就因为她在
班级家长微信群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老教师
言语激动：“批改作业是教师的职责之一，作
业既可以检测学生学的情况，又可以反映老
师教的情况，因此，务必认真批改才能达到做
作业的目的。老师不批改学生的作业，怎么
知道学生问题出在哪里？哪里没有学懂？哪
里学得不好？”老教师的一番话，既是自己的
心声，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老师不批改
作业，那布置作业有何意义？

当然，家教配合必须有，这也是为了孩子

更好地成长。但家教配合不是要求家长批改
作业，而是家长的归家长，老师的归老师，各
负其责。家长的目标应该是教会孩子做家务
尊敬师长讲文明有礼貌爱劳动等做人处事的
道理，碰到难题如何解决，用心培养孩子。如
果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则有当“甩手掌
柜”和不负责任之嫌。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这种情况大
行其道，已经被老师、家长和学生所默认，要
想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一情况，不是简单出台
一个文件就能搞定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
督和惩戒配合，再好的规章制度也会变成挂
在墙上的一纸空文，唯有以监督和惩戒确保
工作落实，才能真正让《意见》真正地执行下
去，既给学生减负，也给家长减压。

终于能给家长减减压了

置身公共场所，切勿大声喧哗，是一种基
本的文明素养。这可以保护个人隐私，也不会
打扰别人生活，更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公共秩
序。12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上海市轨道交通
乘客守则》将正式实施。其中新增了针对手机
等电子设备声音外放的禁止条款。上海地铁
方面呼吁，共创安全文明乘车环境。

——据人民网
锐评：努力做文明的建构者，从身边小事

做起，也会从良好的社会氛围中受益。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 26 日上午在京召开，关涉中国未来
发展航向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展望“十四五”时期，以科技创新缔造新
发展动能，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仍是重中之重。

——据新华网
锐评：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不仅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
的需要，更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

2009年，25岁的杭州小伙杨明放弃高薪，
随爱心支教团队到贵州省黔西县金碧镇瓦厂小
学支教。凌晨起床，挑水、做饭、去学校上课，晚
上回到简陋的宿舍批改作业，再打着手电筒家
访……这是杨明支教的日常节奏。他说，“哪里
需要老师，就去哪里！”十余年来，杨明从微薄的
工资中挤出近8万元帮助贫困学生100多人次，
牵线结对帮扶贫困户20余户。人更瘦了、头发
白了，但杨明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据《人民日报》
锐评：今天的教育是什么样子，明天的社

会就是什么样子。有杨明一样的坚守者，大山
的明天一定更美好，祖国的未来一定更美好。

“有家长想一起组个跳绳班吗？课后一起
学跳绳。”开学没多久，一年级新生的家长群里
出现了这样的微信。号召一发出，家长们纷纷
在群里积极报名。不一会儿，10人的跳绳班就
满员了。“没赶上这波的别急，咱们再‘团’一个
新的班。”

——据《北京日报》
锐评：别让“逢班必报”抹杀了孩子锻炼的

乐趣。

近日，在内蒙古的包头市蒙古族中学，学
生们每天都进行着颇具民族特色的名为《土尔
扈特之韵》的广播体操。伴着激昂的马头琴和
呼麦旋律，做着抖肩、翻腕、踢腿等动作。据了
解，该体操是根据蒙古传统艺术贝贝勒格原生
态舞蹈改编的广播体操，舞蹈的编排、音乐的
选择都是由两名学生完成的，将舞蹈的美与健
身操的韵律结合展示，达到锻炼身体以及了解
蒙古族文化的目的。

——据中国新闻网
锐评：这样一举两得的创新与尝试，需要

得到更多的普及与推广。

近期，一篇题为《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
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的报道引发热议。报道说，
在中国最顶尖的两所高校里，学生们都处于经济
学所说的“囚徒困境”中：这些最聪明的年轻人想
要最漂亮的绩点，每一层次的学生都关注每一门
课的绩点，在愈加内卷化的环境中把绩点树立为
终点，在与同辈极度竞争的过程中疲惫且迷茫。

——据《中国青年报》
锐评：人确实是生来自由，却受限于社会

跃升规则的束缚之中。内卷的道路注定越走
越窄，而心灵自由的出路，只有当自己不再画
地为牢时才会发现。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相关分
支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有关规定，分
别对多家银行分支行及相关责任人予以警告
并处以罚款。其中，中国建设银行因多家分支
银行违法违规情节严重，被重罚超千万元。这
是今年 7 月中国建设银行因内控管理不到位
等八项违法违规行为被银保监会处罚款 3920
万元后，又一起千万级罚单。

——据腾讯网
锐评：“规范金融运行”绝不是空话。对于

金融机构而言，必须从思想和行动上坚决践行
规范运行。

□李振南

说起奶业振兴，内蒙古是无论如何都绕不
过去的一个地方。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内蒙
古地处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奶源质量高，
产量占全国五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奶罐
子”。

拥有如此优势，内蒙古的奶业自然发展非
常迅猛，不仅有蒙牛和伊利两大奶业巨头，更有
无数让人喜爱的传统奶制品。内蒙古的民族传
统奶制品是以传统原料、传统工艺、传统生产加
工方式加工制作的奶食品，具有丰富的品种、独
特的工艺、鲜美的味道和丰富的营养。试想，坐

在蒙古包里，喝上一口热气腾腾、放着黄油渣子
和炒米的奶茶，配上传统工艺制作的奶皮子、奶
豆腐，再来上一杯醇香可口的马奶酒……此情
此景，正是很多人魂牵梦萦的“内蒙古味道”。

推进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发展，是奶业振
兴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以
振兴奶业为契机，大力发展民族传统奶制品产
业，开展示范创建活动，着力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满足了市场多样化的需求，着力攻坚
扶贫，促进富民增收，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不久前召开的全区民族传统奶制品展示
暨线上线下签约仪式上，琳琅满目的民族传统
奶制品吸引了八方宾朋，每个尝过的人都赞不
绝口，不少消费者还现场订购，迫不及待地和
家人朋友分享美味。

当然，民族传统奶制品的发展也并非一路
坦途，尤其是在电子商务和直播卖货越来越火

爆的背景下，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民族传统奶制
品的制作销售中，虽然打响了内蒙古民族传统
奶制品的名号、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但也因
此而滋生了不少乱象。比如手工作坊分散生
产、标准无法统一、质量参差不齐等难题；比如
价格战，无序竞争、难于监管等问题。长此以
往，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受损，还关乎民族传
统奶制品这个“金字招牌”以及数以万计的农
牧民的切身利益。

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间，奶业在中国乃
至全球都会是朝阳产业，机遇难得。只有抓住
并利用好这一机遇，才能将内蒙古在奶业发展
方面的优势更好地转化为胜势，推动我区奶业
实现更大发展。推动奶业振兴，当兼顾传统和
创新：保持传统，是为了留住“记忆中的味道”；
不断创新，是为让民族传统奶制品走得更高更
远，传扬更美的醇香。

民族传统奶制品，传统是其最大的特色和
招牌，唯有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印记、民族特
色和文化底蕴，才让民族传统奶制品本色不
改、味道不变。此外，可以通过短视频、直播等
方式，对民族传统奶制品的制作方式、文化底
蕴进行解析，解读其在推崇科学营养、健康饮
食、崇尚自然、天人合一自然观的重要作用，不
断提升民族传统奶制品的文化品位，让民族传
统奶制品成为营养健康的消费时尚。

创新，是一个行业不断发展的基本条件，
民族传统奶制品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千万不
要盲目地贪大求全，而是要专心打造小而精、
小而优、小而强的“手工坊”，不断改善生产经
营条件，扶持带动民族传统奶制品从“低散乱”
向“精优强”转变。另外，各级政府可以通过抓
好营商环境、标准规范、质量安全、品牌建设、
示范引领等举措，推进民族传统奶制品规范发
展、转型升级，加快民族传统奶制品区域化发
展优势和差异化竞争优势，推动民族传统奶制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其成为内蒙古奶业振兴
的一张靓丽名片。

奶业振兴当兼顾传统和创新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了《关于做好妇幼保健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其中，对规
范做好孕产妇住院服务提出明确要求：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对临产孕产妇、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等需
要急诊急救的患者，要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给予及时治疗，不得以疫情防控为由停诊、拒诊或延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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