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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新世说·河南新闻奖名专栏

中岳观察

据4月 14日澎湃新闻报道，“你就只会玩手机，已经快不是我爸
了，是手机的爸爸了。”近日，海南省儋州市那大第七小学一名四年级小
学生的作文在许多人的朋友圈热传，不少老师和家长看了后直呼“脸
红”“惭愧”。8 图/蒋燕南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近日在郑州举行的河南省政府

与教育部省部联席会议，就持续深

化省部合作、推进河南教育改革发

展进行了会商。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肯定了近年来河南教育事业所取得

的进步，评价说，“十二五”以来河南

教育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省长

陈润儿也坦言我省教育发展仍然存

在实力不强、均衡不够、保障不足的

“短板”，并提出了一个紧迫性的问

题——河南产业层次低、结构重、效

益差，亟须通过教育事业发展加快

人才培养、提升创新能力、推动转型

发展。

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因素是人，

而人的素质提高要依靠教育。从这

个层面讲，教育是经济的发动机，是

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动力和支点。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经发

表过一个著名的“论人力资本投资”

演说，核心观点之一就是——教育是

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缩小收入差别的

手段。经济学家们发现，经济增长的

发动机需要 4大因素，分别是人力资

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无论是穷

国还是富国往往都把人力资源放在

首位，而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获得合

格和优秀的人力资源。

很多发达国家的实践都印证了

这一点。德国制造如今在世界上如

雷贯耳，就是因为背后站着以百万

计的“德国工匠”，而这则来源于其

系统、完备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日本能在战后实现经济腾飞，并形

成拥有一亿中产的中产社会，很大

程度上就有赖于其科教兴国战略，

并把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有机地结合

起来，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段和

需要，进行相应的教育改革。

正如省长陈润儿所说，河南长久

以来的发展实践证明，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依赖于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

经济结构的优化依赖于教育结构的

优化，经济发展的实力依赖于教育发

展的实力。目前我省增长方式粗放、

产业层次偏低、环境污染严重、质量

效益不高的问题仍然突出，转型发展

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产品附加值越高、产业越高端，

就越是体现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

的特点，而知识密集型工业布局往

往也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接

近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地区。笔者

曾经采访过一位电子信息公司的老

总，他的观察刺中了我省人才竞争

上的一个尴尬——他们武汉分公司

招人的时候，来应聘的大多是名校

毕业生，最不济也是二本院校的毕

业生，但是在郑州招人的时候，应聘

者中大专生占了很大比例。如果说

产业结构偏低是我省经济发展中的

关键“痛点”，那么，与经济发展需求

不相称的教育“短板”，则是我省转

变发展方式的深层“痛点”。

对于河南这个有着 1.08 亿人口

的大省来讲，对于蓬勃发展的河南

经济来说，无论是参与全球高端竞

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还是不断优

化升级产业结构，向高端化、绿色

化、智能化、融合化转型，都需要海

量的高层次人才。因此，使出蛮荒

之力发展教育，把人力资源优势提

升为人才优势，就显得尤为重要、尤

为紧迫、尤为艰巨。8

□晏扬

近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暴力

赶客”事件引发众怒。实际上，国内航

空公司也普遍存在机票超售现象。《现

代快报》记者采访相关部门获悉，这属

于航空公司的企业行为，民航局对此

暂无明确说法，乘客亦无绝对的预防

措施，只能早到、早值机、早登机。

美联航“暴力赶客”引发全世界

媒体口诛笔伐，美联航被迫作出道歉，

表示将承担全部责任。这起发生在大

洋彼岸的消费冲突，对国内民航业也

有警示意义——在机票超售几成行

业惯例的情况下，如果发生类似事件，

我们该如何应对？

机票超售其实没什么不好。在

旺季航班爆满时，机票超售有利于增

加乘客出行机会，如果有乘客因机票

超售而无法登机，还可获得航空公司

的补偿，对于那些不太赶时间的乘

客，未尝不是一桩美事。机票超售

后，若有乘客没来乘机，航班座位够

坐，自然没问题；如果座位不够，有些

乘客愿意接受补偿放弃乘机，也没有

问题。问题是，如果出现美联航这样

的情况，乘客不愿意接受补偿，人人

拒绝放弃乘机，该怎么办？

美联航的做法是用电脑抽签，

被抽到的乘客必须接受补偿、放弃

乘机。这显然是一种霸道无理的行

为。乘客购买机票，便与航空公司

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把乘客按时

安全送达目的地，是航空公司必须

履行的责任，想必美国相关法律也

是这样规定的。座位不够时，乘客

可以自愿接受补偿放弃乘机，但航

空公司绝对不可以强迫乘客，无论

采取何种方式。

遇到这种情况，合理的解决办

法，只能是航空公司不断提高补偿

标准。400 美元无人接受，800 美元

仍无人接受，那就再提高补偿金，直

到有人愿意接受为止。这样做，航

空公司看上去亏大了，但这是没办

法的事。航空公司从机票超售中获

益，就得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怕担

风险，那就不要超售机票。而风险

总是难以预知的，有大有小，哪怕

“割肉”也要保证乘客的选择权，履

行航空公司应尽的义务。

迄今为止，国内民航业尚未发

生美联航这样的事情，让人欣慰。

但各航空公司要以此为鉴、未雨绸

缪，民航管理部门也应加强对机票

超售的规范管理。至于提醒乘客

“早到、早值机、早登机”，虽用心良

苦，但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

为总会有乘客后到、后值机、后登

机，只要机票超售，便存在座位不够

坐的可能性。保证乘客权益，不以

任何强制手段拒绝乘客登机，这是

机票超售的一个基本前提。8

教育也是转型发展的“痛点”
如果说产业结构偏低

是我省经济发展中的关键

“痛点”，那么，与经济发展

需求不相称的教育“短板”，

则是我省转变发展方式的

深层“痛点”。

机票超售当以美联航事件为鉴

“下乡养老”是双赢模式

在南京高淳区杨家村一幢农家小楼门前，“养

老示范户”的标牌特别醒目。这户人家的主人叫

童道云，在城里做保姆，是村里第一个把城里老人

接来自家养老的，城里的一位老人已经跟随她生

活了4年。在南京，这种“城市老人寄养农家”的养

老模式很受欢迎。（见4月14日《金陵晚报》）
银发时代，在城市养老设施还难以满足需要

的当下，这种“跟着保姆到农村生活”的养老模式

是一种创新。城里的老人走进了农村，感受到的

是与平时不一样的生活，可以种点菜，可以养只

鸡，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气，老人的生活也就变得

多姿多彩了。

随着对亲情的重视，很多在城市里务工的农

村人开始有了“重返乡村”的强烈诉求，由此也延

伸出了返乡潮。在城市里，尤其是保姆从业人员

越来越紧张。有了“城市老人寄养农家”的养老

模式，就为解决保姆人员减少的困境找到了破题

之路。这一模式不仅减少了城市的养老压力，减

少了子女的照顾压力，还让一部分农村人用“接

纳城市老人”的方式，实现收入的增加。既可以

照顾家庭，足不出村，还能通过新的养老模式增

加收入，家里多了一口城里来的老人，所付出的

代价并不高，何乐不为？2 （郭元鹏）

开会勿做“低头族”

近日，笔者参加县里组织的一个工作布置会

议，无意间发现，在整个会议当中，绝大多数与会

者 都 低 着 头 ，一 手 拿 手 机 ，一 手 在 不 停 地“ 刷

屏”。似乎这不是在开会，而是玩手机来了。见

此情景，笔者不禁有些疑惑：开会时有如此之多

的“低头族”，这会议还能开得有实效吗？工作能

布置到位吗？

按说，单位或部门组织开会，与会者应认真

听取会议内容，把会议布置的工作详细地做好笔

记，以便会议结束后能不折不扣地一一落实。但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一些与会者往往把开会当

做一种休闲、一种放松。有的一开会就昏昏欲

睡，打瞌睡；有的在窃窃私语，聊些与会议无关的

话题；有的一坐下来，就低下头拿出手机“刷屏”，

从会议开始一直刷到会议结束；有的甚至等会议

结束了，主讲者讲了些什么内容竟一点不知道，

更别提会后去落实工作了。

众所周知，会风也是一种工作作风。因此，笔

者以为，一方面会议主讲者要精心准备，尽量言简

意赅，把该布置的工作一二三地讲清楚，把会议开

得短一些；另一方面与会者要树立责任意识，开会

时要聚精会神，竖起耳朵，把会议布置的工作一一

记录下来，以便能在会后把各项工作都充分落

实。如此，会议才有实效。8 （叶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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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四联两聚”缘何被群众点赞？

群众在新野县北关党群服务中心办理服务事项 王冬安 摄

（上接第一版）
金河社区是淅川县在城乡接合部

新建的一个社区，不仅硬件建设超前，
各项配置齐全，而且还结合实际，增设
了托儿园、爱心超市、戏曲之家、电商
平台、信息发布站、法律咨询台等多个
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多元化服务，被
大家亲切地称为“服务楼”“村民乐
园”。

像金河社区这样功能全、人气旺
的活动场所，是南阳市引导县区按照

“三集三实”（集约、集中、集聚，实际、
实用、实效）原则，打造综合性多功能
活动场所的一个缩影。

开展“四联两聚”活动，首要的是
科学设置服务平台，南阳市高标准建
设市县（区）行政服务中心、乡镇（街
道）综合服务中心、村（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打造了上下贯通的四级服务平
台。其中，村活动场所设置为“一厅五
室”，即党群服务大厅，“两委”议事室、
村务监督室、党群活动室、“一村四警”
室、档案资料室；社区活动场所设计为

“一厅十功能”，即党群服务大厅，“两
委”办公、志愿者活动、图书阅览、群团
活动等10项基本功能，保证村级日常
议事和便民服务。

同时，着力推进项目入驻、功能拓
展，吸引群众有效参与、满足群众多
元化需求，引导和推动各类便民设
施、服务资源等，围绕党群服务中心
或群众聚居区集中布局，有效整合文
化、教育、卫生、供销、商务、扶贫等多
部门资源，配套建设文化广场、幼儿
园、卫生室、便民超市、电商服务点、
产业扶贫基地等，打造集村级办公、
便民服务、民事调解、教育培训、文体
娱乐、就业扶贫等 6大功能于一体的
综合性阵地。

平台建好了，项目入驻了，功能拓
展了，如何让场地用起来、活起来？南
阳市着力在“联”字上下功夫，一方面，
大力推行“党建+”，工青妇、科协、关工
委等群团部门在基层“驻”下来了、青年
志愿者来了、“五老”人员来了、“科技大
篷车”来了、助学解困资金来了……党
建引领下，各个群团组织的作用得到
了有效发挥。另一方面，通过整合各

级服务资源和力量，不断充实和加强
服务队伍，职能部门选派人员定期联、
乡镇干部包村联、辖区单位党员义务
联、无职党员设岗定责联、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自愿联……2016年以来，全市
共有 12.1万名党员干部参与“四联两
聚”活动，形成了业务熟、能力棒、有热
情、肯奉献的服务队伍，这些人员立足
基层工作和实际需求，定期不定期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多元的服务，真正用
活了各个场所，惠及了广大群众，受到
了基层欢迎。

记者在南阳城乡采访时发现，“四
联两聚”活动开展一年多来，市县乡村
四级联动发力，部门资源与群众需求
对接更准了，干部下沉服务群众更实
了，活动场所共建共享人气更旺了，初
步实现了村级党组织搭台、各级各部
门各类组织“唱戏”、群众共享发展成
果的生动局面。

究竟服务啥？群众来“点单”
党建“供给侧”服务暖民心

4月 14日，在西峡县黄狮村猕猴
桃种植基地，县猕猴桃发展办公室的6
名技术人员，正在为果农传授猕猴桃
春季管理技术，远近赶来的群众把技

术员围得水泄不通，争先恐后地咨询
自己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村支书董良玉说，在“四联两聚”
活动中，县乡部门的人员经常来我村，
除了指导种植技术，还帮助我们成立
民事帮办服务队、文化娱乐服务队，开
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群众很欢迎、很受
益。

黄狮村形式多样的活动，只是南
阳“点单”服务的一个体现。“只有紧贴
群众需求，服务才有生命力。”南阳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韫告诉记者，

“为避免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问
题，我们引入了‘供给侧’改革理念，实
行供需对接，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这
样就把服务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在“四联两聚”活动中，南阳市建
立了“一单（群众需求清单）、一库（服
务资源项目库）、一函（服务项目对接
函）、一评（群众测评）”的服务机制，形
成了群众需求信息村（社区）采集、乡
镇（街道）汇总、市县组织部门统筹、有
关职能部门对接、活动成效党群评议
的联动格局，为群众提供常态化、优质
化、个性化、精准化服务。

唐河县上屯镇甘河湾村有种花生
的传统，也是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但
产量不高一直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瓶

颈。“花生亩产效益由过去的不足千元
到如今的1800元，多亏了县里来的科
技专家服务团，帮了大忙了。”村民杨
自山说，为给群众提供精准服务，县里
组建了产业服务团、科技专家服务团、
访送服务团，“订单式”精准服务群众，
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方城县结合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亟须关怀的需求，依托村级党群服务
中心和远程教育站点，在全县设立了
320个“红色网络亲情服务台”，配备了
电脑、摄像头、耳机、打印机等设备，实
现了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与在外务工
父母、子女的视频通话和各类证件在
线传输、免费打印等，解除了外出务工
人员的后顾之忧。

新野县则引导县直各部门结合职
能，通过群众上报“需求清单”，相关
单位认领“服务项目清单”，构建了

“党员群众下单、组织部门配餐、职能
部门接单”的服务模式，把供需有机
结合，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据
统计，一年来，该县群众上报有农业、
畜牧、社保、民政、电力、卫生医疗、文
化、金融等20余个需求订单，农业、卫
生、社保、民政、电业、金融、文化宣传
部门积极认领群众需求，上报30多个
服务群众项目清单，制定服务项目台

账，精准的服务同样引得群众纷纷点
赞。

“围绕优质、精准服务群众，基层
党组织因地制宜、活化方式、积极探
索，催生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党建服务
品牌。”杨韫如数家珍，扳着指头说，

“唐河县的‘三团一课直通基层’服务
机制、社旗县的‘三微’党建云服务、方
城县释之街道的‘五心工程助和谐’、
宛城区金华镇的‘双进双争’活动和淯
阳社区的‘十送十无忧’等党建品牌，
接地气、运行好、见实效，已经成为推
动党员干部服务城乡居民的有效载
体。”

除了这些自选动作，南阳市还有
“规定动作”：要求各县区每季度开展
“十个一”进基层活动，即放映一场电
影，举办一次政策宣传，举办一场法律
知识讲座，举办一场就业养老培训会，
组织一次义诊，组织一次敬老爱老活
动，举办一场运动比赛，举办一次群众
演出，组织一次清洁家园活动，举办一
次科普知识讲座……如今，一面面服
务的大旗飘扬在南阳各个基层党组织
中，丰富多彩的服务“大餐”，灵活有效
的服务模式，让基层群众有了更多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提升了群众
对党组织的满意度。

活动成效怎么样？群众来评价
“四季大督查”确保常态长效

“天高山高难超党恩高，爹亲娘亲
怎比组织亲，横批：感谢支委”，这是
贴在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贫困户张
定林家门口的一副对联。今年 74岁
的张定林，唯一的女儿因病去世，妻
子周姣子常年患病，家里早已债台高
筑，无望之下开始参加各种迷信活
动，试图从虚幻的世界中寻找精神寄
托。2016年，在“四联两聚”活动开展
中，村“两委”上门服务，为张定林落
实了包括异地搬迁在内的七项扶贫
政策，还就近为其找了一个“差事”，
当年就已脱贫，他发自内心地说：“一
味迷信我只能更穷，只有共产党才是
真正为我想，以后我一定听党话、跟
党走、不掉队！”

活动成效怎么样，群众最有发言
权。在“四联两聚”活动开展中，南阳
市委把群众参与、群众评价作为衡量
活动成效的“试金石”和“风向标”，开
展“四季督查”，采取定期检查、暗访抽
查、观摩评比等方法进行常态化督
导。同时，把市县部门提供特色服务、
乡镇（街道）开展下沉服务情况，作为
对其年度考核和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
内容，督促各级真正重视、抓好落实。

“‘四季大督查’的开展，将服务的
效果交给群众来打分评价，大家都感
到压力很大，倒逼我们党员干部强化
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创新服务手
段，扎扎实实开展‘四联两聚’活动。”
南阳市一位乡镇党委书记感言，服务
跟上了，老百姓跟咱也更亲了，党在基
层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好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四联两
聚”活动的深入开展，南阳各地普遍建
立了党员干部联系基层的长效机制，
从“坐等服务”到“上门服务”、从“被动
服务”到“主动服务”、从“下文件提要
求”到“出实招办实事”，已成为转变作
风下沉基层凝聚民心的新气象新常
态，初步探索出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
治引领和服务群众“两大功能”的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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