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一年毕业季。大学毕业生们即将走出象牙塔，开启人生新篇章。

我们选取已报名西部计划、有志向到基层就业、想自己创业的3位应届大学毕业生，和扎根西藏、扎根农村、成功

创业的3位往届大学毕业生，通过视频连线“屏对屏、老带新”，助力孩子们走好就业创业路，走好人生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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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基层

网上药品销售应该立规矩

社会视点

近期，龙卷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致使多地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猝不及防的极端天气，警示我们必须时刻绷紧
应急弦、安全弦，及时行动，全力防灾减灾。

极端天气具有预测难度大、突发性和致灾性强等特点，虽然
有相应的预报和防范措施，但由于一些个人和单位存在侥幸心
理，应对措施不足，没有高度警觉，缺乏有效的预见性，对一些安
全隐患没有提前摸排并消除，使得极端天气给社会造成很大的损
失，留下深深的遗憾。

防范极端天气需要全民参与，共同抵御，绝对不能掉以轻
心。基于此，我们每个人都要认清极端天气的危害性，从思想上
绷紧安全弦，早做安排，早做打算。一方面做好安全大排查，将安
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将极端天气影响降到最低。另一方
面，积极做好应对措施，个人要及时了解极端天气预警信息，调整
出行确保安全。单位要落实值班应急措施，确保第一时间参与抢
险救灾，尽最大努力把极端天气的危害降到最低。6（任振宇）

□赵琳娜

日前，北京市一名副处长送外卖的一

日体验视频火爆全网。副处长原本给自

己设立了日赚百元的目标，但是辛辛苦苦

跑了近一个小时只赚了几块钱，最终一天

下来，工作 12 个小时，收入仅 41 元。夜幕

之下，城市里灯火闪烁，副处长坐在马路

边摘下头盔，累瘫了的画面冲上热搜第

一。副处长直言，很委屈，这个钱太不好

挣。网络上，该话题数亿次的阅读量和几

万条的讨论背后，无非是在柴米油盐中奔

波的百姓，真真正正被看见、被理解后的

激动。

实际上，这一视频来源于某卫视的一

档节目，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

中，这些处长们深入基层走流程，除了体

验外卖小哥的生活，还有多日奔走，陪同

群众查档案、办手续的。节目还在热播

中，类似这样的互换和体验还在继续，不

少网友呼吁，这样的“换位体验”不妨再多

一些。

呼唤这样的“换位体验”，除了源于百

姓对于领导干部走进基层、了解情况的诉

求外，还因为，只有真正做到了“换位体

验”，有了“换位思考”，才能发现群众的急

难愁盼，体会群众方方面面的需求，才能

真正为群众办好实事，和群众心连心。

媒体报道，近日，武汉某医院开展了

医护人员陪诊的沉浸式体验，参与体验的

医护人员在不干预就诊过程的前提下，从

了解患者来院就诊是否方便，到询问预约

挂号是否顺畅，再到全程参与患者的等

候、就诊、缴费、取药等环节。仅仅是这样

的陪同，医护人员很容易就从数小时的繁

琐中体会到了病患的真切感受，不仅能够

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心比心，更好地服务群

众，也能在这样的“换位体验”中，及时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

每每读到这样的新闻，都觉得暖心，

因为互换之后的体验，必然带来了设身处

地的理解，带着这样的理解再投入工作，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势必更加地有温度。

反之，缺少了这样的“换位体验”，不

具备“换位思考”的思维方式，一些行业和

单位要么是高高在上，不接地气，要么是

把“为群众办实事”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和

文件中。其表现形式，也许是一排缺失的

椅子，让疲累的办事群众席地而坐，也许

是种种陈旧不合理的流程规定，让办事群

众跑断腿儿，更甚至是，可能仅仅是工作

中的冷漠，让群众感到“门难进，事儿难

办”。这样的工作习惯，久而久之，还如何

能做到为群众排忧解难，如何能做到群众

利益无小事？

从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到现在，我们欣

喜地看到，各行各业的人们基于换位思考

的理解在不断加深。有记者体验全副武

装进入病区，感受到了防护服下的闷热不

便，让我们愿意为医护人员送上至高的敬

意；有热心群众充当志愿者，忙忙碌碌中

累瘫在地，让我们洞见了基层工作者的劳

心劳力，更细微之处是，当全民在家中增

进厨艺终于成为过去式，当整个社会秩序

重启，我们突然发现，习以为常的岁月静

好，背后都是无数人在平凡岗位的付出。

所以，有了不同社会身份的互换体验

和换位思考，我们的沟通才能更融洽，我

们的理解包容才会更真诚。我们才能真

正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

施于人”。

在当下，当我们全身心投入为群众做

实事的实践活动之际，我们不妨多一些这

样的“换位体验”，多一些“换位思考”，用

感同身受、设身处地换来更多受到群众交

口称赞的实事！8

议论风生·“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之二

这样的“换位体验”不妨多一些

绷紧极端天气应对弦

直击现场

5 月 30 日，郑州天气格外炎热，笔者在京广路一公交车站
看到，由于站台上没有候车亭，乘客只好站在站牌后面的一小
片阴影里躲避强烈的阳光。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给公交站安装
上候车亭，莫让乘客在烈日下炙烤。8 刘卫民 摄

公交站无处遮阳
乘客饱受“烤”验

早在 2018年 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就印发施行了《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其中明确规定：医
疗机构开展网上诊疗应当严格遵守《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医
师掌握患者病历资料后，可以为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在线开
具处方。开具的处方必须有医师的电子签名，经药师审核后，可
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

然而，在实际运营中，如果消费者需要购买处方药，只需在相
关的药品销售平台上填写所需药物名称，并与不见面的“医师”进
行简单文字交流后，这位不见面的“医师”就可以根据你要购买的
药物开出诊断药方。

针对这种“对药下症”的网上药品销售乱象，相关职能部门要
对药品的网购立规矩，防止其无序发展。作为网络售药企业或平
台，要严格遵守网络售药的有关规定，认真审核消费者的购药信
息，掌握药品的去向，对信息不全、叙述模糊等坚决拒售。

作为消费者，在患病有用药需求时，最好及时到实体医院进行
诊治，不能凭借自己的感觉或“久病成医”的经验在网上买药。

作为监管部门，要在制定完善相关监管机制的同时，加大对
网络“医师”、网售平台的巡查监管，依法打击违法开具处方、违法
销售药品等行为，确保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行稳致远，保障人民群
众的用药安全。6 （袁文良）

随着各地纷纷出台公共场所禁烟令，在公共场所吞云吐雾的
现象大大减少，不少人已经养成了不在公共场所吸食传统香烟的
习惯。不过，公共场所吸食电子烟的问题却逐渐凸显出来。

这背后，一方面暴露出一些公众拿电子烟不当烟的认知误
区。有的烟民认为，电子烟不产生明火，烟雾又少，对周围的人没
太大影响。另一方面折射出电子烟监管的缺位。现行的很多地
方的控烟条例并未明确地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禁烟范围，从而
形成监管漏洞。许多大型商场的电子烟销售点，或明或暗地提供
试吸服务。不少人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电子烟，有恃无恐。对
此，公共场所经营者往往是睁只眼闭只眼，执法人员接到投诉举
报后，囿于缺乏执法依据，只能进行劝导，作用有限。

电子烟虽然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上与传统卷烟在核心成分、
产品功能、消费方式等方面具有同质性，危害并不比卷烟小。据
《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2020》指出，电子烟是不安全的，会对健
康产生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子烟吸食者可以无视自己的健
康，却没有权利伤害他人的健康。

电子烟不能成为构建无烟环境的盲点和痛点，应尽快对控烟
条例予以修订，明确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监管体
系。这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电子烟危害的认识，同时也使
公共场所的电子烟管控做到有法可依，共同打造无烟环境。6

（张涛）

公共场所也应禁吸电子烟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我要到西部，去祖国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时刻迎接
挑战！”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2021届
毕业生李晶静，今年报名了“西部计划”。

“又到毕业季，欢迎小伙伴们加入
到西部建设的队伍，让青春的梦想和祖
国大地擦出更灿烂的火花。”周口师范
学院 2016届毕业生刘凯，现就职于西
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帮辛乡，这个爱
说爱笑的90后，在西藏5年的磨砺让他
愈发坚强从容。

5月 19日，李晶静、刘凯这两个有
着同样梦想的年轻人“屏对屏”对话，尽
展当代学子的情怀与担当。

“选择西部，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
定。”李晶静说，“当我看到西部计划招

募文件时，内心燃起了一团火。我要在
最好的青春年华，尽我所能报效祖国。”

大学毕业时，本已准备到北京就业
的刘凯选择前往西藏，并把家安在了那
里。2018 年，他从乡政府抽调到墨脱
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成了一名扶贫干
部。他经常和同事到贫困户家中开展
工作，穿越蚂蟥区、冒险走过塌方泥石
流区，这些都是家常便饭。

2019年 1月，墨脱县正式脱贫。看
着党的惠民政策在墨脱一条条得到落
实，乡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得到根本改
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刘凯觉得“一切都值得”。

当李晶静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撑着
你扎根西藏”时，刘凯回答：“这里虽然条
件艰苦，但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特别
好。这里太需要人才、太需要我们了，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绝不是一句口
号，它是年青一代有担当的真实写照。”

“毕业季，很多小伙伴也许正在内心
挣扎：要不要到西部去？建议大家先考
虑这三点：我为什么去？我去干什么？
我能在西部收获什么？我的答案是：来
西部，就要做好奉献准备。西部经济社
会发展太需要人才了，要把所学所思所
想都融入西部建设的实践中去。我在这
里收获了成长，给了青春一个完美的交
代。”刘凯说。

“学长，你就
是我的榜样。听
了你的分享，我更
加坚定了自己的
选择，对未来更有
信心了。”李晶静
说。6

又到毕业季 学长有话对你说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学长好，你已经在基层干出了不
少成绩，想请你给我们这些即将走出
大学校园到基层就业的学弟学妹们提
些建议。”5月 30日，河南农业大学动
物医学院 2021 届毕业生薛丽亮视频
连线学长袁怀刚。

袁怀刚 2017 年从河南农业大学
烟草学院毕业后，到湖北省阳新县率
洲管理区河头屋村当起了党支部书
记。从村民当初的质疑到如今交口称
赞“他这个支书当得好”，袁怀刚付出
了不少汗水。

刚上班时，袁怀刚把家搬进了村

委会办公室，集中精力摸家底；他和乡
亲们打成一片，虚心向大家请教农村工
作的方式方法；他一心为群众办实事，
村里的基础设施一年一变化，村庄面貌
焕然一新；遭遇洪涝灾害，他带领村里
青壮年封堵溃口，在水里浸泡一整天；
他谋产业、促增收，带领乡亲们脱贫致
富，原来的“空壳村”改头换面，每年增
加村集体收入20万元以上……

“基层工作说难也不难，关键是不
要怕吃苦，心里要装着群众。”袁怀刚
感慨地说。

“我给即将走进基层、融入社会的
大学生提三点建议。”袁怀刚说，“首先
要确定目标并加强学习，分别制定短、

中、长期目标，坚持向着既定目标前
进，除了把别人打扑克、侃大山的时间
用在学习上，还要向社会这个大课堂
学习；其次要扛起责任，敢于担当，有
一种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的精神；此
外，还要能忍住孤独，到了一个陌生的
环境，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要学会
在孤独中思考，在思考中成熟，在成熟
中升华，不要因为孤独而乱了方寸，去
做无聊无益的事情，白白浪费青春。”

“谢谢学长。我希望自己能走出
舒适区，不怕枯燥和辛苦，踏踏实实干
好基层一线工作。”薛丽亮说。6

右图 登门入户与村民拉家常、听
心声，是袁怀刚的常态。明瑞勇 摄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创业者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
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而且一定要坚

持 下 去 。”5 月
31日，许昌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2021 届毕业生
李乐视频连线
该校 2011 届毕
业生邵俊谦。

邵 俊 谦 是
北京学霸在线
科技有限公司
的创办者，他特
别 强 调 了“ 价
值”和“坚持”对

于创业的重要性。
“一次回老家，我看到只有初中学

历的弟弟辅导孩子学习特别困难，就萌
生了在教育领域创业的想法。”邵俊谦

说，“和我一起创业的伙伴有的已经身
价不菲了，之所以和我一起干，是因为
他们也觉得做教育是一件很有意义、很
有价值的事情。正是因为社会的认可、
用户的认可，我找到了价值感，所以能
对这个选择保持持久的热情。”

“每个创业者可能都会遇到困难，
请问您怎样面对创业之路上的那些艰
辛？”李乐问。

“创业都不容易，都会遇到困难，但
我对艰辛这个词不太有概念。我觉得
遇到问题了想办法把问题解决，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情。”邵俊谦轻松的口吻把
李乐逗笑了。

“现在不少大学生毕业后选择自主
创业，认准一条路然后坚持走下去，只
要足够努力，每个人生都会精彩。”邵俊

谦鼓励有意创业的大学生一定要坚持：
“你要做好吃一年到十年苦的准备，十
年之后也还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希望
你们作出创业选择后，大胆去干，不停
试错，在坚持中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离
成功也会越来越近。”

邵俊谦提醒有意创业的同学“一定
不要被欲望迷惑”“要心存敬畏、懂得感
恩，如果有能力，就多做些回馈用户、回
报社会的事情，这会给你增加干事的动
力。”

“谢谢学长，您的话对我们这些即将
走上创业之路的年轻人很有帮助。”李乐
说。6

左图 许昌学院2021届毕业生李乐
视频连线创业成功的学长。钟伟平 摄

这里是就业的“宝藏”吗？

这里是实现价值的舞台吗？

目前，麦收工作正在进行。笔者建议，麦收后在种植秋作物时，
乡村党员干部要积极引导群众，给农田内的生产路留足“和谐路”，
尽量减少邻里之间因侵占田间生产路而引发的不和谐问题。

笔者的邻居郭金亮，几十年来与李玉亮家关系一直很好。两
家在村东的责任田之间，有一条相隔宽3米的田间路。前年，李玉
亮家在旋耕责任田时，连生产路都旋耕了，还把小麦播种到郭金亮
家的责任田里。去年 6月 4日郭金亮收麦时，收割机司机不小心
多收了李玉亮家地头的一些麦，于是李玉亮叫嚷着要砸收割机，从
此两家关系不再和谐。

农村因农田生产路耕种、侵占而引起的矛盾普遍存在。这就要
求我们工作在一线的基层乡村党员干部和司法工作人员，要结合当
前开展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及时走访民情民意，妥善处
理民间纠纷，让新农村更加美好、新农民更加和谐。6（李现理）

创业之路咋走好？

夏收要给农田留足“和谐路”

2018 年刘凯前往当地茶叶种
植村时，身背泥土样品途经塌方滚
石区。 （受访者提供）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