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日快评 众议

画中话新世说

文物不一定摆在展柜里才叫展
示，更重要的是融入民众生活，
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

□本报评论员 丁新科

千呼万唤始出来。与公众阔别五年之

后，9 月 24 日，经过全方位提升的河南博物院

主展馆将面向社会试开放，全新的基本陈列

“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及部分专题展览将以

崭新的面貌与公众见面，《明清河南》《国宝展

览》等展览随后也将开放。

河南博物院主馆重新开放，恰逢 2020 年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 35 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在郑州举办，喜事盛事连连。今年金鸡百

花电影节的 LOGO，设计灵感来源于在郑州

出土的商代早期青铜器杜岭方鼎上的饕餮

纹。鼎者，国之重器。当年杜岭街两尊方鼎

的出土，奠定了郑州商都的地位。电影节海

报饕餮纹中的眼睛，可谓是“郑州之眼”，更是

“大众之眼”“电影之眼”，让观众穿越千年，来

商都郑州体验传统文化之魅力。如今，早已

成为镇院之宝的杜岭方鼎也将重归正位，接

受参观。

博物馆里一眼千年，是文化精华的集中

展示。去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迅

速成为网红打卡地，人们在这里感知“最早的

中国”，双槐树遗址揭开河洛古国神秘面纱，

黄河博物馆内游人如织……与以往相比，人

们了解黄河文化、中原文明、华夏文脉有了更

多的窗口。

当然，尽管主馆关闭长达五年之久，备受

各界诟病，但其实河南博物院展览并没有完

全停止。去年暑假，笔者曾带着女儿冒着酷

暑参观西配楼的展览，小姑娘对贾湖人的生

活尤其感兴趣，当我给她介绍贾湖人养狗、捕

鱼，甚至可能掌握了饲养鱼的技术时，她连连

发出惊叹，刨根问底，总想知道这些人最后去

哪里了。

但不得不说，绝大多数文物都是静止的，

如果不辅以专业讲解，对文物的认识往往只

能停留在一鳞半爪上，参观的人们往往是蒙

圈的状态。正如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所

说：“难道文物一定要摆在展柜里才叫展示

吗？其实更重要的是融入民众生活，与现实

生活发生联系。”

文化从来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所谓的文

物，许多就是古人的日常用具而已，绝不是高

冷的代名词。犹记得当年大学时老师带着我

们参观河南博物院，聆听编钟表演部分给我

留下最深印象。在演奏完诗经小雅篇目之

后，又听一曲流行音乐，同学们不由相视一

笑。这，才是生活原本的状态。

进入数字时代，文化的传播应更加丰富

灵活，借助技术让文化动起来活起来。“数字

敦煌”“数字故宫”让人足不出户，就可身临其

境领略千年文化辉煌。洛阳应天门投入使用

后，大型灯光秀展示“河出图，洛出书”，在抖

音等社交媒体上话题热度居高不下。作为今

年央视中秋晚会主会场，应天门连同洛阳城

必将再次彰显河洛大地厚重的文化底蕴，大

放异彩。

我们看到，在河南博物院新展览计划中，

也有 5G+全息技术的使用，真心希望这样的

应用多起来，以文育人，以文化人，让传统文

化走出展馆浸润人们的生活。7

□刘婵

微博上一网友吐槽“清华大一 C++课作业

难度太大”，评价是“超级内卷”，下方评论也都

是“这也太卷了”；某微信群里发布了一单位招

聘启事，学历要求清一色的“硕研”“博研”，准毕

业生们哀嚎一片，“都卷到街道去了”……要弄

清这群新新人类在说啥，先要弄清啥是“内卷”？

这个词近来突然火起来，几乎成了一个

“梗”。内卷本来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来源于多

年前的一篇论文《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

的生态变化过程》，经演变如今大意是指“社会

文化模式发展过程中的停滞”。形象地说，就

是在某些特殊局面中，尽管每个局内人都很努

力争取自身利益，但大家越努力，造成无谓损

耗越大，社会整体利益并没有相应提升。该用

法在高校圈里最火，很多学生用内卷来指代激

烈的、过度的内部竞争。

一篇叫作《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

人的囚徒困境》的爆款网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文章作者大谈特谈清华、北大两所学校

的内卷现状，充满忧虑下此论断：“这些中国最

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普遍的困境：在极度竞争

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 PK，精疲力竭。”

真不是现在的孩子矫情，也不怪他们竞争意识

发育太早，“培训班鄙视链”“学区房排位赛”之

类的教育军备竞赛万众参与，这可真是值得警

惕的“内卷”。

“让你加班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

意加班的人”。网红经济学家薛兆丰的“残酷

金句”刷屏，说明职场中很多人陷入“内卷化”

的忙碌中，忙着加班、忙着“搬砖”，忙到没时间

自我成长、没时间陪伴家人，以至于把自己锁

定在“低层级循环”里，既没有突破式的增长，

也没有螺旋式的上升。当万物皆可“卷”，真的

失去了很多快乐，但这样的心灵触动很快又被

现 实 无 奈 击 溃 ：我 可 以 不“ 卷 ”，但 大 家 都 在

“卷”啊！

其实，纵使八方媒体向你传播内卷的焦

虑 ，你 也 大 可 不 必 放 在 心 上 ，笑 一 笑 就 让 它

“卷”过去吧。像是曾经被我们玩坏的热词“女

权”“抑郁”“PUA”等，被过度消费后，只剩下标

签化、情绪化、妖魔化的一地鸡毛。就个人来

说，如果敢于乘风破浪做出改变，那么就大胆

放手去闯；如果安于现状，就在舒适圈里“清醒

地摸鱼”，并不是每个人都得长成整齐划一的

人生赢家模样。

就社会层面来看，应对内卷有且只有一条

路，那就是走科技创新之路，去提高劳动生产

率。身处高速发展、快速进步的时代，局部领

域、少数行业内卷化不可避免，但别拿“内卷”

泄气甚至当借口，要知道这正是变化的动力和

契机，从停滞的行业、机会渺茫的地方撤出来，

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7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月饼也迎来销售高

潮。借着文创风的盛行，造型新颖、包装精美的文

创月饼今年依然走俏。但记者发现，即便在倡导

节俭的新风尚下，“小饼装大盒”的情形依然存

在。（见9月23日《北京日报》）
“文创月饼”存在的价值，一定是月饼好吃、样

式好看、包装盒极简，美得让人舍不得扔，同时又

好得还能重复利用，至少保持起码的低碳环保、让

垃圾分类系统好操作。槽点在于，诸多“文创月

饼”更像是一个奢华礼盒，基调上跟勤俭过节、亲

清相待的主流观念并不符合。“叠床架屋”的包装

简直就是个大“鸡肋”，扔了可惜，放着占地方。过

于繁复而富于机巧的装潢感，会让一些人买月饼

完全奔着包装而去，月饼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到

底啥味，反在其次，岂非舍本逐末？

“文创月饼”或“文创粽子”一类鸡肋消费品的

出炉，说明文化创意本身的硬性嫁接、捉襟见肘、

乏善可陈。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不仅

要看经济效益，更要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

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

品。中秋佳节的产品类型打造和消费场景营造，

在“吃月饼”之外还有无数种古老的、现代的可能，

这难道不正是“文创”的用武之地吗？2

（张翼）

破解基层的“疑难杂症”，就像医生看病，需要

专门的场所、配备专职的人员。西街村是浙江省

余姚市阳明街道“民情诊所”的发源地，一些在辖

区里有威望、熟悉情况、热心公益的村民代表、老

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加入了“民情医生”队伍。

（见9月23日《宁波日报》）
通常村民之间发生矛盾纠纷，“民情诊所”会

采取固定“坐诊”、田间地头“巡诊”、多方集中“会

诊”等方式，精准把脉“疑难杂症”，及时解决村民

的操心事、烦心事，使得村民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

解。据统计，阳明街道已建成“民情诊所”57 个，

“民情医生”共计 352 名，今年以来，累计接待、走

访群众 1.35 万人次，化解村社保洁等各类问题

1000 余个，办结民情事项 2000 余件，群众满意率

达 98%。

法国作家约瑟夫·儒贝尔曾经说过，“凡是能

解开的结，就不要用刀割断。”在不到九个月的时

间里，数以千计村民之间的矛盾在“民情诊所”化

干戈为玉帛、一笑泯恩仇，在萌芽状态就得到了圆

满的解决，成为依靠群众力量化解群众矛盾纠纷

的典范。群众满意率接近百分之百，就是对“民情

医生”的最好褒奖。

相比其他形式的被动管理，依靠群众的力量

参与社会民主管理，实际效果更好，更明显。“民情

诊所”彰显基层自治生命力，具有鲜明的引领作用

和示范效应，应该大力借鉴和推广。7

（郑建钢）

据新华社报道，有幼儿园女娃踩着高跟鞋跳拉丁舞，结果扭伤脚踝；4岁幼儿玩蹦床，
摔伤导致肘关节骨折……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培训机构开设了少儿拉丁舞培训班、少儿蹦
床班等，一些家长趋之若鹜，练习者低龄化趋势明显。专家表示：儿童运动“成人化”不可
取，切不可拔苗助长。7 图/王怀申

“文创月饼”像个大“鸡肋”

“民情诊所”是个好模式

博物院该以什么姿态“归来”？

“内卷”这个词怎么突然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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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措推进“一村一警”工作显成效
自“一村一警”工作开展以来，信

阳息县公安局长陵派出所创新工作方
式方法，扎实开展“一村一警”工作，不
断强化辖区社会治安管控，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一、领导重视，高起点推
进。率先高标准建成了 11个警务站
室，11名年轻化、高素质村警全部配
备到位，并按照要求配齐了服装、巡逻
器械等工作装备，全面夯实了“一村一
警”工作保障，为“一村一警”工作的深
入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二、强化措
施，严格落实部署。为确保“一村一
警”工作扎实推进、落地见效，该所不
断建立完善政治建警制度及推行跟班
学习制度、周例会制度、联勤联动制

度、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绩效考评
制度六项工作制度，有力推动了“一村
一警”工作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
勇于实践，实现良好局面。在辅警选
配招录中，创新“由各村自主推荐能够
扎根基层、善于服务群众的年轻村干
部、治安积极分子作为专职辅警候选
人，严把政治关、年龄关，经乡镇、办事
处党委初选后，报公安机关审定”的辅
警招录思路，强化培训锻炼，锻炼增强
服务群众的能力。自“一村一警”工作
开展以来，该所整体工作实现了发案
率明显下降、矛盾纠纷调解率大幅上
升、工作效率明显提升的良好局面。

（瓮强）

构建“三不”长效机制 推动以案促改工作深入开展
扶沟县吕潭乡纪委依托以案促改专

项整治活动，着力构建“三不”长效机制，
推动该工作向纵深开展。一是放大“不敢
腐”的震慑效应。组织开展好警示教育活
动，督促基层党组织把开展警示教育作为
履行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统筹推进全面
覆盖。二是强化“不能腐”的制度约束。
结合身边典型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由乡
纪委统筹纪律监督、监察监督、重点村居

整治监督和巡察监督四种力量，在充分发
挥各自监督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制度机制
上的对策建议，不断增强支部党员遵规守
纪的思想自觉。三是提高“不想腐”的思
想自觉。强化正面引领，深挖优秀传统文
化廉洁元素，选树廉洁典型，宣传廉洁人
物，倡导廉洁家风，着力用示范教育和警
示教育作用，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
养、提高政治觉悟。 （翟保法 王建军）

协同推进两个责任 增强纪检监督实效
濮阳市纪委监委驻市人社局纪检

监察组牢牢抓住落实两个责任这个“牛
鼻子”，协同推进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完善监督机制，强化监督首责，提升监
督实效。把“两个责任”牢牢扛在肩
上。协助党组建立权责两个清单，加强
与部门科室协调联动，建立联席会议、
重大事项事前报备等制度，建立纪检监
察工作横向衔接、协调推进的联动格

局。把主动监督做强做亮。每周邀请
不同科室和单位座谈，研判风险防控措
施，督促推进完善制度。强化对“三重
一大”事项监督，健全廉政预警、纠错整
改、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等机制。把靠
前监督时刻抓在手中。纪检监察组主
动融入中心工作，围绕“六稳”“六保”及
脱贫攻坚等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开展
政治监督。 （鲁先胜 刘英）

多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信访工作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水稻乡

全力整治生态环境领域信访突出问
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维护群众合法
环境权益，切实提升了群众的环境获
得感。依法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注重源头预防，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化

解机制，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
权益保障通道，协调好环境和经济发
展两者之间的关系，认真做好生态环
境信访工作，切实化解各种环境纠纷
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 （王丽）

多举措深入推进“6-45”整改
新乡县朗公庙镇纪委加大整改工作

力度，深入推进“6-45”整改落实。做实做
细台账，做到考虑问题细致、整改措施全
面、回应问题准确，要对台账开展一次“回
头看”，做到查摆问题深挖根源、制定措施
务实管用。要抓好整改落实，在思想上克
服盲目乐观、疲劳厌战、消极应付等不良倾
向，相关责任人要履行好各自任务，把整改

工作做扎实，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以督导
奖惩等工作推进机制保障整改，加强督导、
严格把关、逐项销号、严格奖惩，对好的做
法要总结、推广、表扬，对发现的问题点名
通报、限期整改。把“6-45”问题整改与推
动各项业务工作开展结合起来，与建立健
全工作制度规定结合起来，推动纪检监察
工作高质量发展。 （王新鹏）

书记给支部书记送“增收大礼”
近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

营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文功一行人到贺
砦社区进行调研时，他拿出从老家通许
邸阁带过来的桃子送到了支部书记手
里。为了给群众创造更多收入的机会，
张文功煞费苦心带来份“大礼”，并指导
先建一块儿桃园试验田，建立成熟稳健

的经营模式，让老百姓学习科技新农
业，把风险降到最低。最后，张文功到
贺砦菜棚实地考察，并对菜棚产业链科
技化、信息化作出指导。他说：“我们作
为党的干部要坚决做到一切利益为了
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带领咱
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曹源）

金融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通许县咸平街道办事处为帮助赵河

社区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增收，持续巩
固脱贫成果，在党建引领下持续加大金
融精准扶贫力度，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
振兴的有效衔接。发挥金融扶贫政策的
有效作用，用足用好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让信贷资金流向有技术、有产业、有创业
潜质的贫困户，将政策倾向能带动就业
或吸纳贫困户就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经济组织，持续增强贫困户自身“造
血”能力，用金融力量点亮贫困群众的小
康梦。 （李瑞）

加强对赌博犯罪的分析研判
长垣市公安局通过加强对有组织赌

博犯罪趋势和规律研判，提升数据赋能
和攻坚能力，对重点人员车辆轨迹、资金
流转等进行细致侦查，实现“由人到案”

“由利到案”的全链条核查打击，为案件
突破提供有力支撑。针对当前网络赌博
的新形式、新方法，该局提升线索发现、
实战研判能力，对接报的各类举报线索
分类分级核查处理，全力斩断赌博违法
犯罪团伙“人员链”“资金链”“技术链”

“利益链”。今年1月份，该局接到报案人
杨某举报，微信号为th***89的群主组
织赌博骗取钱财。经查被告人田某以营
利为目的,在“默*”软件中创建了“和*群”
利用“闲*宁*麻将”软件以输赢计分的方
式组织成员进行赌博,并为“和*群”成员
提供房卡,每局收取3元、5元或10元房
费，参赌人通过微信或默*结算赌资、支
付房费。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田某已
被依法判决。 （宋海滨）

□成利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民营经
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
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济源作为一座工业旅游城市，民营
经济占据了半壁江山。而拥有 775家
民营经济组织的济源玉泉街道，其民营
经济以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等特
点，正成为推动济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2019年，玉泉街道民营经
济组织税收贡献达1.44亿元。

笔者将民营经济逆势发展的“密
码”梳理归纳，以飨读者。

党建引领 推动发展

“坚持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作为
推动民营经济组织发展的总抓手。”玉
泉街道党工委书记赵寒冬一锤定音。

据介绍，玉泉街道 33家规模以上
民营企业全部建立了党支部和派驻了
党建专员，实现了党组织全覆盖和重点
企业党建专员全覆盖。在此基础上，机

关党支部、居委会党支部和民营经济组
织结成对子，常态化进行互帮互学互动
互助，形成互惠共荣的发展机制，助推
党的建设和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两翼齐
飞。

玉泉街道村镇建设中心主任贾小
平作为驻中原辊轴的党建专员，通过阵
地建设等，推动该企业生产经营逆势飘
红。该企业的球墨铸铁管管模产能达
全国第三，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并
出口日本等 21个国家，党员工段长贾
红风因敬业奉献被评为全省劳动模范。

专班服务 助力发展

丰泽特钢作为济源示范区党工委
委员、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仝柯峰
的分包联系企业，其产品经常供不应
求，但企业扩大发展的空间却受到限

制。在仝柯峰的指导下，玉泉街道驻企
业专班协调帮助其并购了一家破产企
业，解决了厂房受限的发展难题，企业
新增激光熔塑等高端设备，产能提升
60%以上，今年前八个月产值已达 2.1
亿元。

上文提到的企业专班是除示范区
领导分包联系外，玉泉街道向辖区内规
模以上民营企业分别派驻由班子成员、
中层干部和公安干警组成的服务专班，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用工等问题。

此外，服务专班还积极为民营经济
宣传造势，帮助辖区汽贸行业开展线上
直播线下提车、“百万红包消费月”优惠
购车等活动，助推汽车销售成交额达
4.5亿元；协调联洋建材城 100多家商
户开展线上装修设计，预售各类建材达
6000万元。

有了“专班”的精准服务，上半年玉
泉街道的企业产值和税收同比增长
20%。

创新理念 支持发展

“服务不干扰，帮忙不添乱。”玉泉
街道办事处主任卢凯谈到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时表示，坚持做到“墙内企业做
主，墙外我来服务，营造快速高效的政
务生态、和谐互利的社会生态、宜居宜
业的自然生态”。

据了解，玉泉街道把玉泉特色产业
园区作为创新创业的平台，高标准完善
基础设施，提升环境——

投资 3000余万元，完成园区 4条
主要道路的绿化、亮化及雨污管网铺
设；投资 2000余万元，建设热力交换
站、能源中心、物流服务中心、热力管网

进园区等配套工程；启动200亩土地收
储工作，进一步增强园区的承载能力。

有此良好的营商环境，总投资达
11.3亿元的和瑞包装智能化生产线、欧
菲克包装二期、东电电器二期等8个重
点项目进展迅速。

和瑞包装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刚
刚落户时，玉泉街道即成立专班服务，
全程参与协调租赁办公楼及厂房、协调
招工等，用一次次高效贴心的服务赢得
了企业信任，企业也得以快速发展，目
前和瑞包装已成为省内外多家饮料企
业的包装材料供应商。

主动作为 逆势发展

新冠肺炎对全世界都是一次大考。

疫情面前，玉泉街道做到防疫情、
保经济“双桨齐动、双向发力”，在规模
以上民营企业派驻了疫情防控监督服
务员，协调解决职工返厂隔离等实际困
难，帮助企业迅速复工复产。

据了解，伊利奶业、阳光兔业等企
业家在外地的高管集中返回济源时遇
到集中隔离等问题，玉泉街道立即开通
绿色审批通道，帮助协调酒店作为集中
隔离点，提前解决企业的实际困难；并
积极协调防控物资等工作，对企业货运
车辆审批特事特办，全力保障物流畅
通。

目前，玉泉街道民营经济发展健
康良好。1 月至 7 月份，辖区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15180 万元，增长
4.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1178 万
元，增长 21.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10813 万元，增长 20%，实现了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
利”。

破解民营经济逆势破局的密码
——济源玉泉街道助推民营经济逆势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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