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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省里都已经出台文件支
持进社区了，就是不主动落实，
从小处说，是懒散不作为，从大
处讲，就是贻误发展。

新世说

豫论场 众议

画中话

评论│052020年4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冯军福

本版投稿邮箱：zysp116@163.com
今豫言栏目投稿邮箱：hnrbjyy@sohu.com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4 月上旬，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

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近

日，我省发布《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两份文件均明确

提出，“完善物流快递业相关防控措施，允许

快递人员进入社区（村）配送。”

然而，仍有一些社区拒绝快递人员进

入。除快递外，目前维修、家政类从业人员

要想进社区服务，也是困难重重。至于为何

不让进，物业称，尚未接到相关通知。

快递不让进社区，毕竟还不算啥事儿，

大不了多走几步路到小区门口，顺便还活动

了身体。家政服务和各类维修被“一刀切”

拦住，麻烦就大了。有的家里马桶坏了不能

及时维修，如厕成了难题，有的老人小孩需

要临时看护，却找不到人来。“一刀切”更影

响相关行业复工进度，而这背后是千千万万

个赖此为生的家庭。

应急性防控期间，这些措施大家都能理

解，暂时的困难也能克服。然而，现在疫情

防控已转入常态化。中央明确要求，低风险

地区要从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

转变，及时取消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相适

应的防控措施，分区分级恢复生产秩序。针

对快递、维修、家政等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入

门难”，民政部早有回应：低风险地区应允许

进社区。我省相关政策文件也已出台，但为

何部分社区依然不见动静？

“慢半拍”似乎成了一些人的工作常态，

非独社区存在。前一段，政策明令，持健康

码“绿码”可出入居民小区（村）、机关事业单

位、企业、商业超市等公共区域，以及乘坐地

铁、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但政策发

布伊始，仍有个别公交司机不认健康码，坚

持必须扫描车窗上的二维码，过了两三天才

反应过来。我们相信，快递、维修、家政等服

务行业畅通无阻进每一个社区，逐渐会成为

现实。但也可以预测，从文件发布，到政策

真正落地，个别地方、个别部门总会有个少

则一两天、多则十来日的“时间差”，总而言

之就是要“慢半拍”。

“慢半拍”其实也是种形式主义。一些

称未接到上级正式通知的，并不完全是托

词，一定要直接主管上级单位下发具体文

件，才敢执行、愿执行，新的政策必然对工作

带来新要求，冲在前不如先观望等待一会

儿，也是一些人的真实心理写照。为了有效

遏制形式主义，现在提倡避免多头发文、层

层开会，进社区这个事情，不一定会一级一

级层层具体下达了，难道直管单位不发文就

不执行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也退，

尤其当前这个特殊阶段，把疫情影响降到最

低，不一定苛求“神速回复”，至少总得跟上

拍吧，就拿家政来说，这是个有万亿元市场

潜力的行业，而且 80%以上从业人员来自农

村，对决战脱贫攻坚也有着重要作用，中央

和省里都已经出台文件支持进社区了，就是

不主动落实，从小处说，是懒散不作为，从大

处讲，就是贻误发展。

形式主义是发展的大敌。近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

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就是要以优良作风

狠抓工作落实，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凡事“慢半拍”，背离中

央精神，与时代发展节奏格格不入，该下功

夫好好抓抓了。10

□樊树林

由于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人们相

互打招呼受到了限制。握手这种国际通用的

做法也遇到了尴尬。媒体报道，德国总理默

克尔在会议上与内政部长握手被拒，略显尴

尬地说：“你这样做是正确的。”众所周知，人的

手部是最“忙”的，饮食起居需要、生产劳动必

须，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会沾染各种细菌。尤

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之间手部的

接触更容易造成病毒交叉感染，因此在疫情

防控攻略中，都特别提出要摒弃“握手”之礼。

于是乎，在青年欧冠赛场上，需要握手致

意的球员和裁判用肘击替代握手致意；甚至

有“精通时事”者发明了“踢脚”礼，但这样的

问候画面未免有点突兀，只能属于“小众化”

选择。在如是问候沟通受到限制的语境下，

衢州衢江区 117 所学校推广作揖礼，令公众

眼前一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称道。

原因很简单，一则是复学形势需要。复

学正在进行中，而让师生们在学校保持距离，

是复学重点防疫措施之一，以作揖礼代替握

手，拉开了大家的物理距离。二则是传统文

化复兴的需要。作揖礼在我国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当

下，借着疫情恢复作揖礼也是传承传统文化

的具体动作。

公众对握手礼的质疑几乎从来没有停止

过。尽管如此，作为国际通用问候动作，握手

依然有很大的“市场”。缘何如此？握手起源

于中世纪的欧洲，当时恰是身着戎装的骑士

侠客盛行的时代，朋友相见，双方就要去铜

盔、脱下铁套，与之握手，表示自己的手不是

用来握剑杀你的，这正是握手之起源。也就

是说，无论是作揖，还是握手，都有文化起源

和内涵。

当下，为了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在这个

特殊时期推行一下作揖礼，让大家感受、了解

一下这种礼节未尝不可，但如果呼吁这种礼

仪坚持下去，未免有点不合时宜。毕竟文化

的发展和文明递进，需要包容并蓄、推陈出

新，还需要尊重公众的习惯养成。

握手和作揖都是问候的形式，形式附着

于事物的内在本质。在价值多元化发展的当

下，只要真正做到心中有“礼”，又何必拘泥于

“握手和作揖”的“二选一”呢？10

据《人民日报》报道，盗窃、破坏窨井盖行为可依法

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涉窨

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及典型案例，旨在加强

对涉窨井盖相关犯罪的打击，维护群众“脚底下安全”。

窨井盖是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近年来，因井盖

缺失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仅 2017 年至 2019

年媒体报道的窨井“吃人、伤人”事件就有 70 余件。而

窨井盖被盗或人为损坏是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小小

窨井盖，成了大问题。由于偷盗者往往昼伏夜出，很难

现场抓获。而且窨井盖有销赃之处，形成了利益链。

对于这个城市顽疾，人人希望加以治理，但收效甚微。

窨井盖吞噬了无数鲜活的生命，人们一直在寻求

解决这一“老大难”的良方。于是各地利用科技手段，

防止窨井盖被盗被损坏和丢失的管理手段不断升级，

诸如“智能井盖”应运而生、给窨井盖上锁等。然而，这

并没有阻挡窨井盖丢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法

成本太低。如今，两高一部把盗窃破坏窨井盖纳入“故

意伤害、故意杀人定罪”的法治高度，不再仅仅是以“盗

窃罪”论处，这是“打蛇打在七寸上”。《意见》的出台使

依法惩治盗窃、破坏窨井盖等普通刑事犯罪和涉窨

井盖相关失职渎职犯罪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为维护

群众“脚底下安全”提供法律支撑，令人拍手叫好，值得

期待！3 （左崇年）

“多亏了这个会，现在消杀情况统计的报表，只报

给街道办公室，再也不用多次调整，重复报送了！”日

前，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红星街道红星社区党委书

记李伟谈起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变化，高兴地说。（见4
月21日《人民日报》）

四川省泸州市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整治，

充分发动群众找问题、定措施的做法给我们以启示：一

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该如何整治以及整治的效

果如何，基层广大群众最有发言权。

对待形式主义，依靠群众不仅问题找得准，还能根

治。隔行如隔山。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形式主义表现

不同，整治方法可能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拜群众为

师，向群众请教。无数事实证明：善于发动群众，集中

群众智慧往往是解决许多疑难杂症的最好途径。

至于整治形式主义的效果，也要看群众的评判。

由于层层“过滤”和“加工”，工作汇报到领导耳朵里，往

往只剩工作方案、计划、总结等“精品”了，几乎看不到

形式主义的踪迹。但不少群众都是形式主义的亲历

者，又是受害者。整治形式主义效果如何，有没有掺杂

使假，群众感受最深也最准。比如：精准扶贫是不是变

成“精准填表”，群众一清二楚。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让

他们参与进来，整治效果也就不难评判。10

（申国华）

据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对于恶意抢注商标行为，近年来人民法院采取五方面措施，形成组合拳，严格规制恶
意抢注商标，让恶意抢注商标的当事人输了官司又赔钱。10 图/朱慧卿

破坏窨井盖法律难容

整治形式主义，群众说了算

快递进社区别老“慢半拍”

握手与作揖

□陈学桦 崔鹏

四月风雅流清韵，翰墨飘香满古
温。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气质和灵魂，
书籍和阅读是文化得以延续的载体。
温县作为千年古县，历史悠久，文化积
淀深厚，自古就有崇文尚武、诗书济世
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基因，千年文脉绵
绵不绝，书香氤氲代代相传。

4月23日，第25个世界读书日，温
县举行2020年“书香温县 全民阅读”
系列活动，展示“书香温县”建设成果，
文园书屋、太极苑24小时自助书屋、亮
亮书屋等城市书屋揭牌投用，观摩书屋
建设、少儿阅读、书画展、诗歌朗诵会等
十余项百余场活动也同步展开。

给古温大地增添“新符号”

2019年 4月 23日，该县启动了以
“打造书香温县，阅读点亮人生”为主
题的全民阅读系列活动，随着该县“书
香温县”建设的深入推进，读书成了温
县人又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书香温
县”已成为新时代温县又一标志性“符
号”，成为群众既看得见，又摸得着，并
融入血液的文化品牌。这一标志性

“符号”，激活了古温大地的文化基因，
提升了温县人民的文化自信，为温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智力支
持，增添了文化新动能。

4月 15日，温县人大常委会机关
举行“共享文明、悦读阅美”主题活动，

“全民阅读 书香人大”建设活动倡导
机关干部“周荐一篇文，月读一本书，
季讲一堂课”，持续开展的阅读活动使
得学习型机关风气和业务水平进一步
提升。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
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天长地

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长生”……叮咚，叮咚，叮叮
咚咚，每天清晨，温县致良知学习群、
建设最美家庭群、生命潮汐处等微信
群里的读书声连绵不断。随着群里
中华文化学习内容的发送，大家有的
悉心体悟，有的文字分享，有的语音
交流……

在赵堡镇大黄庄村，退休教师侯
文长深爱中华文化，在自己参与经典
诵读活动的同时，又带动一家老小一
起通过家族群诵读，在家族内掀起了
一股热爱中华文化的浪潮。

…………
读书，如今已经成了温县人的生

活方式，“阅读”“读书”不再是在“世界
读书日”前后才出现的关键词。即便
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温县仍然可
闻书声琅琅。以社区、村庄等为单位，
大家建立起了读书学习群，依托《学习
强国》App等资源，在群里交流读书、
荐书、分享读书心得，好不热闹，浓郁
的书香将共同的拳拳之心彼此牵系在
一起。

据悉，2019 年，该县举办各类读
书活动 100 多场。仅今年 4 月份以
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该县已
在陈家沟、温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相继举办了多场线上线下经典诗文朗
诵会。

让文化基因再现“新光芒”

一个有魅力的城市，不仅要看“颜
值”，更要看“气质”，不仅要靠“面子”，
更要靠“里子”。温县历史悠久，文化
厚重，是河洛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崇
文尚武是温县人骨子里的品质。

如何激活温县人这一特有的品
质，借以提升“城市气质”、打造城市

“里子”？

2018年 11月，履新不久的温县县
委书记毛文明对温县进行全方位调研
后认为，一个社会的美好、和谐，不仅
要靠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还要看社
会的文化软实力，看人们精神境界和
文化素养的提高。对于温县来说，崇
文尚武，就需要在全县营造一种崇尚
阅读的风气，推进全民阅读，推进学习
型社会建设，让读书成为一种时尚，提
升全民素养。

2019年年初，“书香温县”建设提
上日程。

同年 3月，温县相继出台了《“书
香温县”全民阅读三年行动计划》，制
订了《2019年“书香温县”全民阅读工
作方案》。4月 23日，第 24个世界读
书日，“打造书香温县，阅读点亮人生”
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拉开了

“书香温县”三年工作计划的序幕。
去年，温县在城区、农村、学校、办

事大厅、机关单位、企业等范围内进行
科学布点，分别建设城市书屋、职工书

屋、校园书屋、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6
类休闲书屋，实现全域布局。

据介绍，截至目前，温县已建成陈
家沟书屋、亮亮书屋、文园书屋 3个城
市书屋及太极苑 24小时自助图书馆；
县人大、财政局、卫健委、法院、人民医
院、岳村街道等48个单位建成了职工
书屋；262 个行政村全部建成农家书
屋，全县 107所小学全部建成校园书
屋，今年上半年将完成 90个农家书屋
和45个校园书屋高标准提升建设。

如今的古温大地已遍吹阅读之
风，正所谓“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
还是读书”。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今年 4月初，温县岳村街道的吕
村因为一组美图火了。原来，该村
140亩油菜花地五彩油菜竞相绽放组
成“大美祖国”字样，图文被发布出后，
点击量过百万。

“‘书香温县’建设把群众耕读传

家的热情和发展乡村经济的热情点燃
起来了。”吕村党支部书记赵红军说。

书香点燃乡村文化热，如今在温
县并不鲜见。在该县黄河街道滩陆庄
村，由“书香”引路建成的古温传统文
化园让村民们尝到“文化大餐”的美
味。

滩陆庄村村民任战应是一位退休
的小学校长，原本担心退下来无所作
为的他现在可成了村里的大忙人。不
仅负责村里农家书屋管理，还负责村
里的文化生活，在街道办的帮助下，村
里组建了黄河豫剧团，成立了舞蹈
队。现在，他正配合街道建设古温传
统文化园，打造豫北戏剧第一村，确保
村民们月月有戏看。

为了使全民阅读形成长效机制，
该县各单位结合各自实际，创新思路
和方式方法，确保读书活动不断档，见
实效。

“书香校园”是“书香温县”的重要
组成部分。该县教育局结合“书香温
县”建设，在新出台的全县中小学开展
课后延时服务方案中，要求全县中小
学在推行“一校一品”开展特色社团建
设的同时，每个学校要分别开设经典
诵读社团、美文阅读社团、演讲口才社
团等，营造人人能吟诵、班班读经典、
校校有精品的诵读经典氛围。

“城市书屋”有效运营模式对推广
全民阅读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为此，
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几经考察，与
有志于公益读书推广活动的文化公司
签订了公益服务项目运营协议，由其
负责具体运营，免费为全县人民提供
阅读空间和借阅图书，打造 24小时书
房，让群众在翰墨书香中沉静喧嚣、积
淀力量。

为确保乡村书香活动不走过场，
该县各乡镇（街道）等分别根据各村

特色人文，因村制宜，开展“一村一
品”特色读书活动。位于司马懿故里
招贤乡安乐寨村的“兄弟书屋”，藏书
４万余册，吸引了温县、沁阳、孟州等
地 6 个乡镇 32 个村庄的村民前来借
阅，书屋投入使用以来已接待读者 10
万人次。

回望一年多来的建设发展历程，
“书香温县”一方面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从重“求量”“求速”向重“求质”“求效”
转变，一方面发挥文化底蕴深厚的特
色，全域布局，以文化城，激活了太极
拳乡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基因，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文化新动能，为
乡村书香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书香温县”：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文化动能

市民在温县文园书屋阅读
徐宏星 摄

城市景观城市景观 周双林周双林 摄摄

温县太极苑24小时自助书屋
徐宏星 摄

2019年“书香温县 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 徐宏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