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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快评

锐评

众议

画中话

把‘减’出来的时间、精力，‘加’
到实干上来，‘加’到扎扎实实为
地方谋发展、切切实实为群众办
实事上来。

□李彩悦

两年前，湖北潜江出现了一家“小龙虾

学院”。近日，媒体报道，今年首批小龙虾方

向专业的准毕业生还未正式毕业就被“预订

一空”，平均月薪超过万元。（见 3月 19 日
《中国青年报》）

“小龙虾专业”设立之初曾引发不少争

议。有网友认为炒小龙虾不需要专门学，设

立“小龙虾专业”意义不大，还有网友认为这

是对教育的亵渎。如今，小龙虾专业的准毕

业生十分抢手，而且待遇不低的事实让不少

人对这个听起来稍显奇葩的学院刮目相看。

为何看似“奇葩”的“小龙虾专业”如此

受欢迎？小龙虾是美食界的“网红”，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用小龙虾的人数正逐

年增长，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仅在潜江，小

龙虾产值超过 320 亿元，已经形成了集科研

示范、良种选育、苗种繁育、生态养殖、加工

出口、健康餐饮、冷链物流、精深加工、节庆

文化等于一体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小龙虾

学院”的设立其实更像是一种面向大众的

“变相营销”，其下设的三个专业：餐饮管理、

烹饪工艺与营养和市场营销都是结合市场

需求而设置。它用自身实践向大众证明：以

市场为导向，专注于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最

“接地气”，高等院校需要不断探索这种“新

型职业教育”，为社会造就更多的专业人才。

当前，不少高等院校也陆续出现一些

“网红”专业，如热干面和马铃薯专业。这些

看 似“ 奇 葩 ”的 专 业 背 后 其 实 隐 藏 着 大 学

问。大学强化“通识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当

然无可厚非，但一些学校专业设置过分追求

高大上、大而全，教学无特色，毕业生也面临

就业难的尴尬处境。“小龙虾学院”的设立，

正是从实际出发，从社会需要的人才出发，

让学生能够脚踏实地学精、学透一门手艺，

不仅能够帮助学生顺利就业，更能通过人才

培养带动食材培育、烹饪、餐饮管理、市场营

销等整个产业链的共同发展，提升产业发展

水平。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既有利于缓解

当前的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

的得力举措。职业没有高低之分，专业亦需

平等对待。小龙虾专业还谈不上已经成功，

但对“灵活专业”我们不妨多给些时间，让更

多专业技术人才进入社会，为社会“不拘一

格降人才”。9

据新华社报道，随着人们消费能力不断提升，手中闲置物品日益增多，二手电商平台发展势
头迅猛，但部分二手电商平台乱象丛生，问题商品充斥其中，诈骗纷争不断，消费维权困难，亟待
规范整治。9 图/朱慧卿

文物“动起来”
公众“走进去”减负是为实干“加油”

——切实为基层减负系列谈之二

“小龙虾专业”准毕业生缘何抢手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层层大幅度精简文件和会议，确保发给

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 30%—50%”

“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对县乡村和厂

矿企业学校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 50%以

上的目标要确保执行到位”“不得随意要求基

层填表报数、层层报材料”……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

负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这些要求，体

现了一种清晰的导向——为基层减负、为基层

干部松绑，为的是“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不

懈奋斗”。说到底，就是把“减”出来的时间、精

力，“加”到实干上来，“加”到扎扎实实为地方

谋发展、切切实实为群众办实事上来。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

卿曾在记者会上说，现在不少基层干部自嘲是

“表哥”“表姐”，统计报表多且乱，数出多门，加

重了基层负担。在《人民日报》的报道里，一名

基层干部“吐槽”说他们工作中存在“三多一

急”：组织会议多、制发文件多、迎接检查多、工

作任务急。中办有关负责人就《通知》精神答记

者问时也指出，“空耗精力的会多文多、名目繁

杂的督查检查考核多、流于表面的痕迹管理多，

而且层层加码，已经让基层不堪重负。”这些现

象，既占用了基层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

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发“脱实向

虚”的不良风气滋生蔓延。一些地方和部门追

责问责不够精准、泛化简单化，甚至动不动就

“一票否决”，各种督查“一哄而上”，在客观上

“干扰”了干事创业的环境，导致一些干部怕问

责、怕诬告而不想干事、不主动干事。

为基层“减负”，就是为实干“加油”。谁也

没有三头六臂，谁一天的时间也超不过 24 小

时，如果时间和精力都耗到一些“形式”上，自然

就干不了多少实事。为基层减负，就是要让基

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从形式

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再疲于应付名目繁

多的各种报表、重复扎堆的各类检查，卸下多余

负担，摆脱不必要的干扰，解放出干事创业的热

情、担当作为的动力，更好地把心思、精力和时

间用在干事创业上，以实干为荣、用实绩说话。

平心而论，很多扎根基层的干部，都有一

颗干实事、出实绩的赤子之心，也渴望在日复

一日的忙碌中，成就一番作为、实现人生价

值。为基层“减负”，就要大兴“实干”的作风，

还要完善“实干”的制度环境。《通知》中关于

“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制”等方面，就提

出了非常务实管用的举措。以实干比高下，以

实绩论英雄，就要建立对基层干部履职既有约

束又有激励的考核评价体系以及容错纠错机

制，为愿干事、干实事、多干事的人解除后顾之

忧，激励广大干部迎难而上，让那些肯担当有

作为的奋斗者和实干家得甜头、有奔头。

基层，是实践的原野，是实干的舞台。落

实基层减负各项举措，定能增添基层发展动

力、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9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上，脸部“伸出”了舌

头，并配文“略略略”；猪面纹彩陶壶上，眼睛

“转”了起来，配文“容我想想”……近日，甘肃

省博物馆推出的一组文物表情包在网上走红，

网友称赞动起来的文物很可爱。（见3月 20日
《北京青年报》）

表 情 包 是 网 民 日 常 交 际 的 一 种 重 要 工

具。甘肃省博物馆“让文物活起来”动态表情

包的推出，改变了刻板、严肃的文物形象，拉近

了与网友的距离，赢得了网友的喜爱，这一举

措值得肯定。但是，“让文物活起来”的目的，

是拉近文物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吸引更多的人

能够主动走进博物馆，了解文物及背后的传统

历史文化。如果网友们看到这些“动起来”的

文 物 表 情 包“ 呵 呵 ”一 笑 了 事 ，却 不 能“ 走 进

去”，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展览馆深入了解传

统历史文化知识，那文物表情包的意义也就大

打折扣。

在这方面，故宫博物院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

源，不断改进展览方式，充分利用VR等科技手段

增进观众沉浸感，各种文创产品层出不穷，既有

历史厚重感，又接地气，越来越受游客追捧，值得

全国博物馆学习借鉴。对于多数市县级的博物

馆、文化馆，要想实现突围，也同样要在增强自身

吸引力上下功夫。通过文物表情包让文物“动起

来”是个好创意，如何让更多公众走进博物馆，今

后还要继续努力。2 （苑广阔）

凭步数打折是好创意
近日，一段“大学食堂凭运动步数打折”

的视频走红网络。走 1 万步以内可打 9 折，4

万步以上可得 5.5 折的优惠力度，让不少网友

眼馋、点赞。能享受到这一福利的是浙江某

大学的学生，据该校食堂经理介绍，目前大家

普 遍 能 享 受 7.5 折 的 优 惠。（见 3 月 14 日《北
京青年报》）

凭运动步数可得食堂打折优惠？这个新闻

不免让有走路计步数习惯的人眼前一亮，既能

运动又能省钱，岂不两全其美？与之相似，许多

软件上也有奖励活动，每天完成规定步数可以

得到几元钱不等的奖励，很多人乐此不疲。说

到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人并不在乎

这些小钱，更多是为了乐趣，实现一个个小目

标。

由此来看，对于全民健身而言，鼓励项目带

来的效果远远大于强制要求和惩戒。笔者建

议，社会各方都应多发展一些健身创新项目。

徒步健身也可玩出很多花样，比如健步公益、支

持文明城市创建等。用更多创意来吸引人们参与

运动，可以引领全民健身风潮，让人们养成良好运

动习惯，提升全民体质，涵养体育精神。9

（王琦）

□李舒

近日，广西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广西壮

族自治区柳州市融安县纪委监委对融安县高

级中学原校长莫开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中提到：“该

校经集体研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见 3月
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集体研究”“集体讨论”“集体决策”……

印象中，“集体”就是大家，集体研究决定就是

大家的意见。为了防止领导干部在重大决策

上搞“一言堂”，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中央早

已作出明确规定：“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

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重要问

题，必须经集体讨论决定。”

然而，这一规定却被少数领导干部念变了

味。“集体研究”成了某些干部违纪违法的挡箭

牌。有人快退居二线了想抓住“最后的机会”，

以集体为幌子“捞一把”；有人抱着“法不责众”

的侥幸心理，想当然地认为，有了“集体”这棵大

树，即使“秋后算账”也不过是隔靴搔痒；还有人

认为违规给大家谋利，风险犯不着一个人来承

担……无论是哪种情况，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

推卸责任，个人违纪让“集体”来背锅。

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

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集体研究”绝非违

纪违法的挡箭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路上，只

要你违纪违法了，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手段多

么高明、隐蔽，都是在给自己挖坑，迟早都难

逃被查处的命运，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必须时

刻清楚这一点，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

格自律。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唯有干干净净做

事，清清白白做人才能行稳致远。9

“集体讨论”不是违纪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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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大力弘扬焦裕禄
同志一心为民、敢于担当的精神，日前，洛阳高新区检察院组
织党员干警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走进洛阳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焦裕禄事迹展览馆进行了参观学习。中信重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为洛阳矿山机械厂，焦裕禄同志曾于
1953年至1962年在这里工作9年。该院干警在讲解员的引
导下，有序参观了焦裕禄事迹展览馆，认真聆听了焦裕禄同
志的感人事迹，瞻仰了他生前工作和生活的照片、遗物及图
片。一件件饱经风霜的物品、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段
段感人至深的事迹，生动再现了焦裕禄同志在洛矿带领车间
工作人员艰苦朴素、攻坚克难的动人场景，真实反映了焦裕
禄同志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全体参观
人员备受震撼。

通过参观学习，大家感触很深，纷纷表示焦裕禄同志是新时
代共产党员的一杆标尺，是新时代检察人的一面镜子，要永远以
焦裕禄同志为榜样，立足本职、学做合一、扎实工作，把焦裕禄同
志的好思想、好品格、好作风、好精神继承好、发扬好，切实将焦裕
禄精神落实到检察工作中，进一步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勇于担当作为，不断为检察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安唤红 张磊）

洛阳高新区检察院组织参观焦裕禄事迹展览馆

太康县纪委监委为严格落实“打铁必须自身
硬”要求，采取“三化”举措，强化纪检干部日常监管，
打造忠诚担当的纪律铁军。学习教育常态化。依
托党课、干部培训、每周例会等方式，积极开展理想
信念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借助微信工作群，QQ交
流群等媒介，引导党员干部学习党纪党规，提高监
督执纪问责的思想意识。监督管理严格化。坚持

用纪律和规矩的尺子衡量干部行为，把握和运用好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充分利用任前谈话、提醒谈
话、廉政谈话等方式，促使干部自律自警。工作机
制合理化。实行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并以
制度为依托综合运用考核奖励、评先评优等方式进
行激励，引导干部对标找差距、比学赶超，促进干部
认真履职。 （连韶光 岳艳阳）

自2018年 6月郑州市政府开展城市精细化
管理三年行动以来，中铁十八局集团郑州轨道
交通 4 号线 03 标项目部积极响应地铁公司号
召，扎实开展项目精细化管理和沿线环境卫生
集中整治，推动郑州市城市发展质量和市民幸
福指数不断提升。

中铁十八局集团郑州地铁4号线03标段位于
金水区境内，沿三全路、文化路、国基路呈不规则

“Z”字形布设，标段全长3327米，总投资99236万
元，主要施工内容包括3个明挖车站和3个地下盾
构区间，合同工期自 2017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0月 1日止共计1369日历天。由于该项目附近
居民众多，交通复杂，城市环境卫生要求特别高。
为积极配合业主和政府精细化管理工作，项目部

及时制定精细化管理实施方案，成立项目部精细
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人员职责分工和施工
围挡、保通道路、扬尘管控等工作重点，制定精细
化管理检查考核内容、标准及奖惩措施，扎实推进
项目精细化管理工作。在各项制度措施的实施过
程中，项目部狠抓各项精细化管理措施落实，严格
落实工地扬尘治理8个100%工作要求，最大限度
地减小施工生产对周围环境和大气质量的影响，
推动当地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集中整改，项目部现场文
明施工管理水平大幅提高，周边环境卫生状况亦
明显改善，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交口赞誉和广泛好
评，为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实现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房志勇）

“三化”加强纪检干部监督管理

精细化管理 中铁十八局在行动

3月 5日，是号召“向雷锋同志学
习”56周年。为积极实践雷锋精神，
近日，台前县供电公司开展了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

作为行业服务排头兵，台前县供
电公司始终坚持把民众需求作为优
质服务工作的立足点，始终以服务县
域经济发展，服务广大用电客户为导
向，始终坚持创新服务内涵，创新服
务模式，积极对接大众民生，结合学
雷锋志愿服务月部署，组织开展了

“党员志愿服务进企业”活动。一是
擦亮志愿服务旗帜，积极帮助 10余
户县域企业排查用电安全隐患，对企
业用户安全节约用电进行指导，对供
用电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并对客户供

电电源、自备电源配置情况进行重点
核查。对生产中可能遇到的电压、电
路问题给予指导性意见，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通过“电力体检”，为客户当
好“电力管家”。二是加大安全用电
宣传力度。向企业和员工发放安全
用电手册500余册，重点讲解安全用
电、节约用电常识，春季夏季用电应
注意安全事项及相关防范措施，引导
企业和员工养成良好用电习惯，增强
安全用电意识。“党员志愿服务进企
业”活动的开展，得到了企业和民众
好评，取得良好效果，树立了国网公
司行业服务新形象，尽显行业服务风
范。

（孙阳阳）

台前供电公司“党员志愿服务进企业”
优质服务显真情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今天的宣讲活动，对于我们基层
干部来说是一场及时雨、是一股清澈
泉、是一个警示钟，让我们警醒地认识
到作为党员干部一定要心中有纪，守住
底线、不踏红线，忠诚、干净、担当，否则
只会害人害己、悔之莫及。”参加沈丘县

纪委监察委落实中央巡视整改“送纪进
基层”巡回宣讲乡镇专场后，该县北城
办事处主任吕灏感慨。为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沈丘纪委监察委宣
讲团在该县各乡镇（办）举行了“送纪进
基层”巡回宣讲活动。该活动通过将宣

讲内容案例化、将纪律生活化，从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侵害群众利益、脱
贫攻坚、扫黑除恶和全面从严治党等5
个方面，给广大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精彩
纷呈、接地气的廉政党课，切实让纪律
规矩在基层落地生根。 （徐丽）

沈丘纪委监察委：送纪进基层拂吹廉洁风

为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宣传
教育，提升党员干部拒腐防变和廉洁自
律意识，近日，开封市西郊乡纪委组织
全乡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陨落的
轨迹》。会议强调，利用“身边人身边事”
教育大家，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现实需要，促使全体党员干部以案为鉴，
警钟长鸣，切实查找症结，堵塞漏洞，达
到“剖析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
一套制度，解决一类问题”的实效。观
看之后，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典型案例

为戒、警钟长鸣，不断反省，从中吸取教
训，守住底线、筑牢防线，牢记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把思想政治上
的警觉摆进去、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摆
进去、把应该承担的责任摆进去，进行
深刻自我剖析。 （谢娇娇）

日前，太康县召开纪检监察干
部监督工作暨“锻造铁军 重塑形
象”活动动员会，激励和鞭策广大
纪检监察干部，以作风建设为抓
手，以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为目标，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会议围绕三
个问题进行了活动总动员：一是切
实增强自身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二是加强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
作；三是扎实开展“锻造铁军 重塑

形象”活动。同时，县纪委出台完
善相关制度，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
管事，确保“锻造铁军 重塑形象”
活动落到实处细处。与会人员纷
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动员会，将
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忠诚的立
场、更加优良的作风、更加严格的
要求，向全县人民展现广大纪检监
察干部的新气象、新作为、新形
象。 （连韶光 岳艳阳）

观看警示教育片 警钟长鸣促廉洁

太康县召开“锻造铁军 重塑形象”活动动员会

日前，鹿邑县委巡察组分别对县委办、
城管局、政法委、真源办事处 4家单位党组
织开展常规巡察；对县教育系统和环保领
域相关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察；对郑家
集 王 竹 园 村 等 15 个 村 居 党 组 织 开 展 巡
察。常规巡察重点检查工程建设质量和招
投标市场问题；加强对巡视巡察整改监督
检查，主要检查巡视巡察反馈问题是否整
改到位，巡视巡察移交问题线索是否认真
处置和核查。专项巡察主要针对教育系统
及环保领域行业特点，围绕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着力发现在落实中央、省委、
市委和县委相关部署要求方面存在的责任
问题、腐败问题、作风问题，维护群众切身
利益。村居巡察着力解决村居党组织作用
发挥不充分问题，村居干部纪律规矩和作
风问题，惠民政策落实、涉黑涉恶和民生领
域的腐败问题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焦
点、难点问题。 （潘向丽）

为进一步增强街道党员干部
工作实效，改进工作作风，抓实抓细
作风纪律建设，3月 15日，郑州市
金水区北林路街道办事处组织全
体人员召开了“加强作风建设 提
升工作效能”专项工作会。会上，纪
工委书记强调：一是要强化责任意
识，在思想上重视自己的职责所在，
遇到问题不推诿扯皮、不揽功推过，
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提升工作

效能。二是要发挥表率作用，班子
成员、中层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
则、勇于担当，确实担负起“一岗双
责”的责任。三是要严抓工作纪律，
通过督促检查常态化，将纪律作风
转变与推动当前工作结合起来，以
督查促转变、以转变促落实。会后，
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在纪工委书
记的带领下对各科室、社区进行督
查。 （刘雅丽）

鹿邑县对部分单位党组织开展巡察

加强作风建设 提升工作效能

新乡市卫滨区铁西街道党工委严
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一岗
双责”、监督责任清单及负面清单等制
度，对重要事件或重大事项严格按规
范程序决策和公示；坚持每月研究部
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每周盘点落实

执行情况，每季度组织一次党风廉政
建设观摩检查，通过“听、问、查、评、
改”的形式，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反腐倡
廉意识和基层作风建设。与此同时，
该办事处创新推进飞机场社区“小微
权力”示范点建设，有效维护了人民群

众的权益；并通过设立举报信箱和举
报电话，搭建短信平台、微博账号、微
信平台，畅通举报渠道，打造了党建廉
政合一体、线上线下共推进的工作态
势，使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的履责行
为更加规范化、程序化。 （范淑霞）

多轮驱动抓好抓实党风廉政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