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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普通人应为广电节目重头戏

☞☞ 文/戴先任无影灯下

☞☞ 文/张传发特别关注特别关注

☞☞ 文/李英锋社会纪录社会纪录

“四岁购票”
市民小英带四岁的儿子乘坐公交车，习惯性投了

一元硬币。车长提醒她孩子身高超限，也需买票。车门
附近就有身高刻度，孩子个头确实超出1.2米标准线。
没话说，小英又投了一元钱。小英说，以身高作为儿童
免票标准，高个儿童岂不太吃亏了？应该按年龄划分儿
童票标准才公平。儿童票按年龄设定标准可行吗？

不少带小孩出门的家长可能都会遇到过小英似
的尴尬——才三四岁的孩子就要买票了。每回站在
标尺下，看到孩子茁壮成长，家长们大多喜上眉梢，只
有在公园门口公交上的标尺下才恨不得小孩迅猛矮个
三五公分，不是出不起票钱，而是心有不甘——“才多
大的孩子连话都说不好就要买票了！”以何作为孩子免
票的标准较为合理？似乎应该按年龄大家更易接受一
点。但小孩大多没有身份证，如果揣着户口本去乘个
车上个公园什么的，一不小心丢失了，那就得不偿失
了。因此，一直以来都以身高为标准，往那一站，该不
该买，一目了然。但身高这东西，存在个体差异，有人
六七岁不用买，有人三四岁就要购，也造成了一定的不
公。况且，现在小孩大都营养充足长势喜人，再以身高
为标准有所不妥。现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有一张乘
车卡，过读卡器时，老人免票声周知全车。政府有关部
门是否可以仿效这个，给免票年龄段的小朋友们办张
免费卡呢？ 文/大 汗 本版漫画/春 鸣

“别墅难赠”
近日，媒体连续报道了富豪陈生为老家湛江官湖

村乡民建别墅送不出去的新闻。报道显示，陈生所建
别墅虽然是“免费”送给村民的，却未能做好前期摸底
工作，未拿出详细的拆除老屋和分配别墅的方案就动
工建设。如何处理村民的宅基地产权问题，成了引发
村民矛盾的焦点。

记者调查显示，在一期工程建设中尚未突出的宅
基地问题，在开工建第二期时暴露无遗。因为这要占
用更多土地，这就得先拆除部分村民的祖屋，在部分村
民眼中，这桩好事成了一次“置换”。可从陈生的角度
而言，他耗费巨资帮村民改善生活的初衷是美好的，也
付诸了行动。但是，从官湖村乡民角度而言，有的人却
感觉“牺牲”了自己的宅基地，甚至包括了部分耕地。
中间的交易是否对等、公平，就成了此次善举遭遇尴尬
的关键。这也成了官湖村乡民是否认同富豪“善举”的
决定性因素。事实上，陈生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
作，可能都缺乏经验，操之过急，这就难免存在瑕疵。
此事直到被媒体曝光，当地政府方才拿出了一份《官湖
村新农村建设第一期别墅型新民居赠送方案》初稿。
而直到有了方案，才算给村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一些富豪富裕之后不忘家乡，这种不忘初心、反
哺乡邻的精神的确值得肯定。不过，企业家、富翁们即
使想回馈家乡，免费送别墅，也要尊重当地的风俗、村
民的权益，特别是村民的产权。 文/肖隆平

“工作留痕”
日前，湖北某市统一印制《工作手册》，取代过去不

同部门印制的《工作日志》《工作纪实》等4个本子。市
委负责人说：少点虚头巴脑的东西，多去干事创业，精
简小小笔记本只是开始。

必要的记录，有助于工作。但在一些地方，不少部
门分别印制不同规格的笔记本，都强调自己很重要，要
求基层干部“工作留痕”，并纳入检查考核。这样一来，
干部每天揣着好几个本子，有些人不管事情做没做，先
设法完成“家庭作业”再说。笔迹龙飞凤舞，足迹缺泥少
土，看似忙忙碌碌，其实都是在做“表”面文章。

说得再完美，不干都是空的。笔记再漂亮，终究
停留在纸上。那些成天只关注记录的人别忘了，落笔
不等于落地。留下笔迹，不如留下足迹。 文/张志锋

4月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广播电
视节目创新创优培训班，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
高长力强调，今后广播电视节目必须继续遵循

“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自主创新原则。业内
认为这也是今后广电节目创作必须始终遵循
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广电业内最关心的政策
风向标。

广播电视节目是面向亿万观众投放的精
神文化抑或娱乐产品，无论是主题、题材还是
演员选择考量，都应该导向鲜明。更应该认识
到，亿万观众中绝大多数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
通人或“小人物”，遵循“小成本、大情怀、正能
量”原则方能打动普通观众心灵，给人带来思
想启示、情感共鸣和价值引领。

广电节目可以有明星，毕竟许多明星确实
受到观众由衷喜爱，但是不能“拼明星”。节目
一旦拼明星，很容易导致制片方之间“比阔斗

富”，进而出现明星天价片酬。即便一部影视作
品明星片酬没有畸高过高，然而只要明星扎堆，
也不是什么好事：一方面，明星们以及各个制片
方之间拼明星，无非就是拼明星脸蛋、身材与颜
值，而演技倒在其次了；另一方面，部分观众也
会较多地关注明星的外在形象，对其脸蛋、身材
与颜值津津乐道，而对其到底演绎了什么以及
演技如何却不太关注，这岂非舍本逐末？

更让人忧虑的是，在拼明星与追星氛围
下，制片方也无心打磨广播影视产品，也不会在
意汲取生活的源泉，可能投机取巧，充分利用明
星效应，不断炮制哗众取宠与真实生活相去甚
远的低劣影视产品。比如，不少影视作品中主
角与配角演绎的生活，与普通大众日常生活判
若天壤——剧中人物要么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整天嘻嘻哈哈游戏人生；要么不用付出辛劳，就
能轻易获得巨额财富或者摘取成功果实。如此

影视作品反映的生活形态，即便现实中真有发
生，它也不是芸芸众生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会
挫伤普通老百姓进取的积极性，因为其与“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价值共识背道而驰。

广电节目应始终坚持服务大众取向，节目
制作挑选演员不能唯明星是举，就算节目中需
要明星担纲，也应要求明星演好剧中人物形
象，尤其是演绎好普通人的故事，让明星的光
环淡化退隐。此外，制片方要在影视产品中起
用更多默默无闻的非明星演员，他们更适合表
现普通人的悲喜忧欢。

广电总局的“小大正”自主创新原则，其
实为所有演员在新时代有所作为指明了方
向。无论是明星演员还是一般演员，只有把
握时代脉搏，贴近大众生活，才能奉献出一部
部能够真正打动人心的影视作品，也才能谱
写各自光辉精彩的事业和人生。

党员干部打麻将赌博，不论赌资大小，一
律从严处理；在棋牌室、“晃晃馆”、茶楼及宾馆
开房打麻将，依法予以处罚……4月10日，荆门
市公安局召开打击整治赌博违法犯罪新闻发
布会，出台该市史上最严“禁赌令”，并拿出50
万元专项资金，奖励群众举报。

荆门市的“最严禁赌令”，严格来说，“最
严”主要针对的是党员干部。如党员干部打
麻将赌博，不论赌资大小，一律从严处理，而对
普通民众，划出的界线是参与者不满十人，人
均“赌资”不满1000元的，属于“麻将娱乐”，不
予处罚。这样的界线可谓很为“宽松”，一些地
方划定娱乐与赌博的边界，有人均五百元的，
甚至还有人均三百元的。所以，荆门的“最严
禁赌令”，只针对党员干部，而对于民众来说，

甚至还算是“最宽松禁赌令”。党员干部与民
众的这种区别对待，并不是一种不公平，而是
让人看到当地懂得“抓重点”，也懂得民众的

“自由”生活。这一“禁赌令”准确把握了权力
与权利的边界。

这个“最严禁赌令”有几点好处，一则在移
风易俗、进行社会治理时，党员干部本就应起
到带头作用，这样才更能让人信服，同时，对党
员干部“最严”，这也是在贯彻从严治党、从严治
吏的中央精神。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他们也有
责任严于律己。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党员
干部“最严”，对党员干部打麻将赌博保持零容
忍的态度，这也是“抓早抓小”，是对处于危险边
缘党员干部的爱护与挽救。

一些地方在进行社会治理，整治社会不良

风气时，做得好一点的是党员干部与民众“一
视同仁”，更有甚者，将党员干部视为特权阶层，
只对普通民众开刀。荆门的“最严禁赌令”体
现出的“民松官严”思想，就更显可贵。

当然，党员干部的正当权利也要予以保
护，对党员干部“最严”也不能没有边界。比如
党员干部如果是在家里与亲朋打麻将娱乐，金
额很小，也不能随意加之以罪。

将党员干部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对党员
干部更严，充分尊重与保护普通民众的自由生
活，“一手硬、一手软”，宽严相济，这才能体现出
治理智慧，也体现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及从严
治党、从严治吏的决心。这样更能赢得广大民
众的拥护，也更有利于对社会不良风气进行治
理，最大化地达到治理目的。

近日，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大官厅乡刘某
驾驶一辆小轿车行驶在省道上，车上载着妻
子和一双儿女，行经沧县马官厅村时，刘某驾
驶的车辆与对向驶来的一辆重型半挂货车相
撞，刘某夫妇和儿女全部遇难。经检测，驾驶
人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176.61mg/100ml，属
于醉酒驾驶机动车。醉驾入刑后，全国性严
打酒驾整治行动不断深入推进，目前酒驾问
题已大为减少。然而，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偏
远的农村地区，酒驾问题仍大量存在，严重危
及交通安全。

农村酒驾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据统
计，2017年以来，河北省涉及农村道路或临近
农村道路的酒后或醉酒引发的交通事故有14
起，死亡22人。实际上，这一事故数据只是全
国农村地区酒驾问题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
冰山一角，在其他地方的农村，酒驾问题也普
遍存在，如果有全国范围内的农村酒驾事故
数据统计，必将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更加令人
焦虑。

酒驾猛于虎，因酒驾、醉驾发生的交通事
故大都是致人死伤甚至致多人死伤的恶性交

通事故。近年来，城市治理酒驾的成效有目共
睹，酒驾事故率明显下降，人们“开车不饮酒，饮
酒不开车”的底线意识也越来越强了，可以说，

“酒驾老虎”的大部分身体或者在大部分时间已
经进了笼。然而，在农村地区，在“乡间小道”，

“酒驾老虎”却依然肆虐，践踏着法律底线，妨害
着交通秩序，威胁着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农村地区不是酒驾的法外之地，“乡间小
道”不是酒驾的乐园，决不能让“乡间小道”成为
险象环生的“酒驾大道”。对于农村酒驾问题，
全社会都该引起高度重视，都该拿出防范和治
理城市酒驾那样的决心和诚意。当然，农村地
区的乡间小道较为偏僻，酒驾行为比较分散，
而警力资源又有限，不宜完全照搬照抄城市的
治理经验。农村地区的不少驾驶人员都认为
酒驾“没人管”“没有事”，才滋生了比较强的酒
驾侥幸心理，才放开了酒驾的胆子，才吹起了
酒驾的歪风。所以，治理农村酒驾就应该从

“没人管”“没有事”入手，公安交警部门应该把
“乡间小道”这个酒驾的“重灾区”作为治理的
“重点区”，合理分配警力，充分调动基层乡镇派
出所的警力资源，联合乡镇政府实施整治，甚

至可以考虑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七、十八、十
九条的规定，委托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
织实施酒驾检查，增加检查频次，扩大“乡间小
道”的检查覆盖率。尤其是在春节、中秋等节
日或大型活动、农村庙会期间，酒驾监管更应
该在场，形成常态化。这样，农村酒驾就“有人
管”了。在此基础上，发现酒驾行为即依法问
责，该行政拘留的行政拘留，该罚款的罚款，该
移送司法的移送司法，并施以必要的驾驶资格
限制、诚信惩戒，这样，农村酒驾就有望得以遏
制。

治理农村酒驾，根源措施是增强农村民众
的道路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教育引导民众认
清酒驾的危害，主动抵制酒驾、远离酒驾。公
安交警部门和基层政府、学校应该通过农村大
喇叭、宣传栏、电视、微信等媒介广泛宣传《道路
交通安全法》《刑法》等与酒驾有关的法律法规，
发布因酒驾、醉驾引发的交通事故案例和数
据，让农村民众充分了解酒驾的危害，在心中
夯实底线，绷紧安全弦，在心中关住“酒驾老
虎”，而关住了心中的“酒驾老虎”，路上的“酒驾
老虎”也就被关进了笼子。

你平常一般怎么收快递？近几年，快递代
收点和智能快递柜越来越多，让人们不用因为
家里无人收件而苦恼，但却引发出新的问题
——家里明明有人，快递员却不愿送货上
门。家住北京朝阳区的汤先生告诉记者，近
日，圆通快递员将其快递送到小区内某超市，
只发了一条短信让其自取。汤先生当时家中
有人，向快递员了解情况时，却被告知“不会送
货上门”。“我拨打了两次客服电话，进行了一次
网上人工服务，三名客服都说现在都是到‘驿
站’自取，他们说这是现在快递的一个政策，圆
通只是率先施行，以后所有快递都会这么做。”
汤先生说。

这本不该成为新闻，因为，压根上，快递该
送到哪儿应该由“消费者说了算”。

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垄断而有官商作风，
人们在商业活动中，往往是“商家说了算”；而
今，市场经环境下，商场如战场，包括快递服务

在内，很多商品与服务是“供大于求”。所以，商
家也便高喊“视消费者为上帝”，不过，知易行
难，唱歌哪能只凭一张嘴？

快递投送地点，这本不是问题，现在却成了
“不是问题的问题”。按理说，快递到底是送到
客户家门口还是送到快递代收点或智能快递
柜，作为商家，作为快递小哥，应事先征求一下
消费者意见；而况，我国已出台第一部专门针对
快递业的行政法规——《快递暂行条例》，对快
件投递也有明确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
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
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
人当面验收。可以说，于法于情于理，快递送到
哪儿，该由消费者说了算，而不是商家说了算。

现代社会，通讯发达。如果说，按照事先
约定，快递准备送到家的，但当快递小哥送到
家门口时却因家人临时有事未能如愿，这种情
况，打个电话“再约定”就是了；至于说，有的小

区不让快递小哥进入，那也得商家与消费者商
量出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来。

快递的生命力在于“快”，一是“速度要
快”，二是要使得消费者对服务感到愉快。如
果说是部分快递单上的门牌号不准确；经常遇
到收件人不在家的情况，导致送货效率降低、
快件积压，这不怪商家，也难怪快递小哥，但像
北京大兴区的张女士那样，她所在的小区比较
大，里面有三四个圆通的“驿站”，快递员甚至未
准确告知去哪一个“驿站”取，导致她跑了几处
才找到包裹，这就不是“快递”而是“慢递”了。

未来社会，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这其
间，有些老人行动不便，他们要求快递“一定要
送到家”，如果你们商家说“不会送货上门”，这
还叫什么“视消费者为上帝”？当然，“东方不亮
西方亮”，有的快递企业“不会送货上门”，这种
霸凌作风，最终吃亏的还是商家自己，消费者
用脚投票就是了，快递企业“有生亦有死”。

“禁赌令民松官严”体现治理智慧

快递送到哪儿当由“消费者说了算”

别让“乡间小道”成为“酒驾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