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每逢寒暑假，研学旅行
成为很多家庭的“标配”。组织学生
通过集体旅行方式拓展视野的研学
游等旅游形态，备受追捧。最近，随
着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许多热门旅
游目的地人气渐旺，不少旅行社、景
点和酒店都紧跟市场，调整优化旅游
产品和项目，深度游玩、强调体验、游
有所获成为旅游市场发展的新亮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学游是
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一种创
新形式，以“研究性学习”为根本目
的，鼓励学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世
界。对不同文化、风俗人情的全新体
验，能有效地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体
验的深度融合。

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大多数研
学游淡化了教育性和实践性，几乎等

同于旅游，如组织中小学生参观高校
校园，亲子“打卡”景区、吃美食、参加
非遗体验等。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
只是观光游，并不能算真正的研学游。

研学是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主
动探究、主动学习的归纳式学习过
程。从中可以看出，研学在于“教
育+”，而非“旅游+”。现实中，快速发
展的研学旅行市场，存在大量粗放
型、体验差的产品，由于旅行公司开

发研学产品的人绝大多数非教育类
相关专业出身，因此导致研学产品缺
少应有的教育意蕴，出现“游而不学”

“学而不研”等问题，没有真正做到学
游并重。“游而不学”“学而不研”，背
离了研学游的初衷，还隐藏各类风
险。

研学旅行重在“研”和“学”，而
不是旅行。暑假研学游热潮下，教
育、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加强协

调，制定相关政策，推进研学的课程
化，制定统一的研学旅行服务规范，
对研学游产品标准 、开发 、操作规
范、市场规则、资格准入、研学管理
等进行规范指导，为研学游健康有
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旅游管理部
门、景区、博物馆等应加快推动文旅
融合，深入挖掘、丰富和提升研学旅
游产品，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
的深度融合，推出更加丰富多彩的
研学游活动，让研学游回到教育的
本位意义，让研学游真正达到教育
效果。对研学机构而言，要对研学
旅行指导师开展定期、专业的素质
水平培训，让专业人做专业的事，保
证孩子们在“行万里路”的过程中有
实实在在的收获，使研学游真正发
挥出教育助手的作用。

【洞见】

研学游重在“研”和“学”
◎潘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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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精神家园

【一家言】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
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网络主播行为规
范》。这一规范旨在进一步加强网络
主播职业道德建设，规范从业行为，
强化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共同
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有序、和谐清朗
的网络空间，也将进一步推动网络主
播迎来更好发展前景。

这些年，随着电商业态推陈出
新，网络直播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云
综艺、云观影、云养宠等新玩法、新方
式层出不穷，带动直播迅速融入人们
的日常生活。直播火了，拥有众多粉
丝、自带流量的网络主播也成了亿万
网民屏幕里的“熟面孔”。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网络直播用
户 规 模 达 7.03 亿 ，占 网 民 整 体 的
68.2%；仅网络表演直播的年产值就
高达2000多亿元，电商直播的产值则
高达上万亿元。人气节节攀升的网

络主播，在带来巨大商业价值的同
时，其言行对粉丝也拥有较强的示范
效应，必须加以引导和规范。

令人忧心的是，一段时间以来，
由于网络主播准入门槛低，大量从业
者涌入直播平台，无序竞争导致泥沙
俱下，频频引发诱导打赏、恶意炒作、
刻意炫富、低俗表演等不良现象，损
害行业发展。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
不是自行其是、任性妄为的“自由之
地”。此次发布的行为规范，针对网
络主播从业行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规定了网络主播在提供网络表演和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应该遵守
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要求，推出有针对
性和操作性的创新举措，顺应了加强
网络主播职业道德建设的期待。

坚持健康的格调品位；引导用户
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合理消费；自觉
反对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
象、拜金主义等不良现象；如实申报
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这些规
定，每一条都有针对性，都不是高标
准，仅仅只是底线要求。这无疑提示

主播们，要有敬畏之心，绝不能被“流
量思维”诱导，在“吸睛就是吸金”的
逻辑支配下，为了赚钱挑战法律、打
擦边球。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
则事成。网络空间是人民群众共同
的精神家园，网络内容是亿万网民共
同的精神食粮。谁都不愿生活在一
个乌烟瘴气、暴戾恣睢的空间。加强
网络主播职业道德建设，规范从业行
为，不仅是促进互联网空间健康、有
序发展的必然之举，更符合亿万网民
的共同心声和共同利益。广大网络
主播更要以身作则，坚持健康的格调
品位，保持良好屏幕形象，肩负起相
应的社会责任。行政主管部门、网络
平台、经纪机构、行业协会等也要共
同行动起来，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
理，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有序、和
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来论】

网络直播应坚持健康的格调品位
◎丁恒情

汇聚品牌力量 赋能高质量发展
——擦亮内蒙古品牌“金字招牌”④

◎哈丽琴

立足资源禀赋，打好特色牌，走好品牌发展之路，将环境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把地方的品牌形象立起来，把内蒙古的品牌形象立起来，让更多极富地域
特色的“蒙字号”产品脱颖而出，吸引八方客

【街谈】

■画里有话

敖汉小米、河套面粉、锡林郭勒羊、科尔沁
牛、兴安大米……在品牌力量的加持下，一个个
内蒙古“土特产”身价倍增、产销两旺，带来了超
乎想象的价值，不仅让地方的形象和美誉度、内
蒙古的形象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也给企业增添
了澎湃的发展动力，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奔腾活水和持久动能。

品牌，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
擎，也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一个地区经济
发展的背后，往往有一批品牌的强势崛起。近年
来，内蒙古重品牌、提品质，持续打造核心竞争
力。从商标品牌到地理品牌，从行业尖端品牌到
区域公用品牌，从传统老字号到本土新贵，越来
越多的内蒙古品牌闯入世界橱窗，成为打开区内
外市场的“铁拳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
匙”。这些内蒙古“金字招牌”，凝聚成内蒙古品
牌力量，用实力向国内外讲述内蒙古故事、展示
内蒙古形象和魅力。

我们为内蒙古品牌点赞的同时，也应清醒
地看到，当前我区仍存在知名品牌数量少、品牌
辐射力带动力弱、品牌推广短板多等问题，一定
程度上制约着品牌力量的发挥。当前，市场竞
争已从单纯的资源竞争、产品竞争、价格竞争进
入到品牌竞争，品牌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
的追求，成为供给侧和需求侧升级的方向。内
蒙古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顺应市场新的需
求，把品牌建设作为改善供给结构、促进企业提
质增效的重要抓手，培育更多叫好又叫座的“金
字招牌”。

特色，就是最亮的品牌。内蒙古作为国家重
要的“粮仓”“肉库”“奶罐”“能源库”，“黄金奶源

带”“葡萄酒黄金带”“马铃薯种薯黄金带”“肉羊
产业带”“玉米黄金带”等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带
横贯东西。立足资源禀赋，打好特色牌，走好品
牌发展之路，才能将环境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做强优势特
色品牌，把地方的品牌形象立起来，把内蒙古的
品牌形象立起来。深入挖掘农畜产品、绿色产
业、蒙医药、风电、光伏、稀土等重点特色产业资
源，才能加快打造立得住、叫得响、传得久的自主
品牌和区域品牌，让更多极富地域特色的“蒙字
号”产品脱颖而出，吸引八方客。

好山好水育好物，好物也要勤吆喝。品牌
闯市场不能羞答答，必须学会主动“吆喝”。我

们一些品牌拥有好品质，却“养在深闺人未识”，
就是因为品牌营销存在软肋。“三胖蛋”借助网
红直播间 1 分钟卖出 30 万罐瓜子，娜仁其其格
通过线上销售平台把牛卖到全国各地……实例
再次证明，擦亮内蒙古“金字招牌”，除靠品牌特
色、优良品质外，还需善用互联网思维激活品牌
魅力，巧用市场力量壮大品牌实力。线上线下
齐发力，打破时空限制，不断提升内蒙古品牌知
名度、美誉度，扩大品牌辐射力、影响力，推进内
蒙古高质量发展。

十年树企业，百年树品牌。品牌强区任重道
远，品牌力量亦不会立竿见影。品牌建设既不能
安于现状、裹足不前，又不能急于求成、拔苗助长，
更不能盲目一哄而上到最后半途而废、有始无
终。我们要抓住特色、果敢创新、久久为功，不断
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努力抢占竞争高地，擦亮
更多内蒙古“金字招牌”，让内蒙古品牌更好为高
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提供坚实支撑。

【出处】
（清）唐甄《潜书·权实》

【原典】
然有治不治者，以实则治，以文则

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优偶之戏，衣冠
言貌，陈事辨理，无不合度，而岂其实哉！

【释义】
《潜 书》为 清 初 思 想 家 唐 甄

（1630-1704年）所著，作者自称积三
十年而成。唐甄自言：“不忧世之不我
知，而忧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郁结于
中，不可以已，发而为言。”文体仿先秦
诸子，初名《衡书》，意在权衡天下；然
作者因连蹇不遇，遂改为《潜书》，意为
潜而待用。

唐甄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也是一名成功的实践者。他在山西长
子县做知县时，为了动员百姓种桑养
蚕，不但挨家挨户做说服工作，而且带
头示范。结果一纸文书通告未发，就
在三旬之内种桑80余万株。他的成
功经验，便是“为政贵在行”。唐甄认
为，文书通告只是“藉以通言语，备遗
忘耳，奚足恃乎”，故而提出：“以实则
治，以文则不治。”实，就是实干，踏踏
实实做事。唐甄认为，为政最重要的
是付出实际行动，这样天下就可以太
平；反之，百姓就不得安宁。

唐甄的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当
时官场中公文泛滥、有令不行的弊端
提出的，并非一概否定发布文告推行
政令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只管发文，
不问落实，其结果只能是“百职不修，
庶事不举，奸敝日盛，禁例日繁，细事
纠纷，要政委弃”，公文告示贴满大街
小巷也形如空文。

【启悟】
“以文而治”，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往

往就是花拳绣腿、徒有其表，脱离实际、
远离实践，不解决实际问题，光围着形式
打转。究其本质，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

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
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
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意在
批评不抓落实的现象，强调“为政贵在
行”的理念。

通观古今，大凡得到百姓爱戴和拥
护的为政者“莫不行之贵力”，讲求一个

“实”字。“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
不成”。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经风历雨、披
荆斩棘，离不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
神，离不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警醒。

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能够在
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带领人民不断夺取
新胜利的关键。奋进新时代，以实而治，
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展现，也是对
各级党员干部工作能力的重要检验。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
之斯难。求“实”，体现在谋事实、创业
实、做人实等各个方面。“以实而治”，需
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保持“不驰于空
想，不骛于虚声”的精神。在“务实”上下
功夫，从实处着眼、用实干考量、用实绩
说话，才能铲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滋
生的土壤。

“名必有实，事必有功。”干部工作
干得怎么样，最终要用事实来说话，拿成
果来表明，以实绩来检验。每一项事业，
不论大小，都是靠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
出来的。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实事求是，
尊重客观规律，让广大党员干部保持真
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
抓的韧劲，踏踏实实干好工作，一步一个
脚印前行，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
沉，在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才能营
造出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凝聚起奋进
实干的磅礴力量。 （袁宝年）

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个热词--“雪糕
刺客”，指的是看似平平无奇的雪糕，结账时
却因价格过高，让消费者在心理上感觉被

“刺”了一刀。尽管相关企业对此作出回应，
但消费者对“雪糕刺客”的质疑依然存在，有
些网友作出辣评：“这种雪糕最解暑，还没拆
开心已经凉了。”

近年来，随着雪糕生产所需的牛奶、淡
奶油等原材料成本的增长，以及考虑到研发
成本、运输成本等因素，雪糕价格有一定上
涨在所难免。然而，相关的乳制品和冷链食
品并没有因此大幅涨价，由此可见，原材料
和运输成本上涨并不是雪糕价格水涨船高
的主要原因。“雪糕刺客”之所以贵得出奇，
重要的原因是相关企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
在品牌包装与营销推广中，而这些费用，最
终还是由消费者买单。

在消费市场发生转变的今天，“酒香也
怕巷子深”逐渐成为共识，我们不能否认品
牌包装和宣传的作用。然而，营销应有

“度”，涨价也该有其合理的原因。实践证
明，过度重视营销的推广方式，一方面会不
断提高成本，挤占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会形
成重视流量、忽视质量的状况，使产品品质
跟不上价格上涨速度。长期来看，如果不能
依靠产品品质形成强大的用户黏性，一旦消
费热度减退，人们不愿为高溢价买单，品牌
就会丧失发展后劲。在对“雪糕刺客”的诸
多吐槽中，不少消费者都表达了同一感受：
口味实在一般。这些雪糕价格很高，名声很
大，可厂家不在高品质、新工艺上精益求精，
反倒一味通过颜值、猎奇等卖点造势，甚至
搞虚假宣传，最后适得其反。说到底，从长远
看，可靠的品质与合理的价格才是赢得消费
者的关键，食品安全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雪糕刺客”引起网友热议，除了性价比
低，还在于其价格不透明。现实中，许多经
营者没有明码标价，或者将雪糕的价格标签
放到难以注意的地方，导致消费者在选购时
无法第一时间发现，在结账时才得知雪糕的
价格。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对消费知情权的
侵犯。对付商家欺瞒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
合法权益，还需监管部门及时亮剑，畅通消
费者举报渠道，强监管、严执法，营造更加透
明、更为诚信的商业环境，让“雪糕刺客”们
无所遁形。

皇帝的新衣终究会被看破，打造品牌，
与其披着好看的外衣“割韭菜”，不如踏踏实
实做产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商家只有
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提升产品品质，更
好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求，让消费者感到物
有所值，才能立得更稳、走得更远。

打造品牌要踏实做产品
◎王文婧

俗话说，好风凭借力，借梯能登天。梯
子，给人支撑、助人向上，而甘为人梯，体现
的则是一种成人之美的气度、坦荡无私的境
界和胸怀宽广的格局。“愿作红烛照人寰”

“甘作春蚕吐丝尽”，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
《新唐书·张嘉贞传》记载，唐朝长安年

间，御史张循宪外出视察，遇到难题解决不
了，当地一位能人张嘉贞帮他出主意想办
法，问题迎刃而解，张嘉贞又帮助他起草了
一份奏章。武则天看了奏章问张循宪：“是
出自你的手笔吗？你平时没有这么高的见
解呀。”张循宪笑说“我就料到您会这样问
的”，于是就把张嘉贞如何帮助解决疑难、又
如何代写奏章等说了一遍，最后请示说：“我
这次下去的最大收获，就是发现了张嘉贞这
个人才；今天，我向您保荐张嘉贞。请把我
的官衔让给他吧。”张循宪这种爱才不妒才、
荐贤又让贤的美德，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弦歌不辍，薪火相
传。事业因贤者而前进，又因让贤而拓展。
从鲍叔牙荐管仲、虞丘惜才让贤，到张闻天3
次主动“让贤”、叶剑英“以己之退，促党的事
业之进”，如果说发现人才、积极选荐人才需
要较高觉悟的话，那么，积极培养新人并使
之取代自己、超过自己，更值得人们赞美和
尊重。

栽培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年
轻干部的成长离不开领导的赏识、帮助。作
为领导干部，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情关心，
在交任务、压担子的同时教方法、给条件，悉
心指点、真诚帮助，善于为下属搭建“梯子”、
筑起“台子”，尽好师者之力，培养好“后援”，
为年轻干部成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实践证
明，只有胸怀大格局，涵养乐见其成的雅量，
处处补台、成人之美，方能凝心聚力、成就事
业。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此
话道出了荐贤举才的艰巨性和重要性。领
导干部一定要有强烈的人才意识，知人善
任，广纳群贤，做到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智、
容才之量，自觉担负起为党荐才、为国储才、
为事业育才的重任。人生有涯，官位有止，
事业无尽。共产党人修身做人、用权律己、
干事创业，要的就是不计功名、忘怀得失的
党性修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风格境界。

王安石《材论》写道：“天下之患，不患材
之不众，而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欲
为，而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领导干部甘做

“铺路石”、甘架“凌云梯”、甘当“孺子牛”，真
正关心爱护人才的健康成长，想干事的给机
会、能干事的给舞台、有潜力的给空间、干成
事的给待遇，为人才成长摇旗呐喊、加油鼓
劲、助力喝彩，就一定能让各类人才的创造
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甘做人梯托俊彦
◎向河

培养科学兴趣
近日，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和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开展2022年青少

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培养青少年科学兴趣、实践能力和低碳节约生活习惯，助推“双减”工作。
新华社发 王琪 作

■画里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