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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方能力戒歪风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当前工作作风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近年来曝光的典型问
题来看，有“开个长会研究一下怎么开短会的
问题”“连发三份文件通知要求精简文件”的
部门；有“学习借鉴”其他单位扶贫总结，标
题、内容甚至数据都懒得改的单位……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林林总总，干部反映强
烈，群众深恶痛绝。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首先要认清其本
质，深挖其根源。没有人天生是形式主义
者、官僚主义者，但由于缺乏深入细致的调
查研究，既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又提
不出切实可行的举措办法，事到临头，只好
绕开矛盾和问题，将上级精神原封不动地
照搬照抄，不管是否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管
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不坚持实事
求是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质，也是其
滋生的重要根源。

曾有基层干部举例：“某天晚上8点多来
了上级电话，通知全县在第二天12点之前，摸
清楚全县某某行业的生产情况。即使不睡
觉、通宵达旦摸排，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但上级的指令就在那，到时间非得交差不
可。”怎么办？只能堆材料、造数据应付了
事。从某种意义讲，基层有些形式主义是上
级的官僚主义“逼”出来的，但两者本质都是
不能坚持实事求是。

诚然，现实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通
常会摆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有时界限也
不是那么明显，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甄别起来有一定困难。但不管使上什么“障
眼法”，只要用实事求是这把“尺子”去衡量，
就能让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出“原形”。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四风”具有反复
性、顽固性，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能毕
其功于一役。如何常抓不懈？一方面要把自
己摆进去。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家习

惯于指向第三人称，似乎所有问题都是“他”
的，“我”永远是旁观者甚至受害者，“手电筒”
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就是要把自己摆进去，敢于拿自己开刀，只有
这样，病灶才能得以根治，滋生的土壤才能得
以铲除。

另一方面要做到与时俱进。我们的许多
决策、做法在一定时期可能符合实际、效果很
好。但如果一成不变，什么都按以前的做法，
那么就存在沦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可
能。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实践也是不断进步
的，如果不与时俱进，就不可能真正坚持实事
求是，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就在所
难免了。

官僚主义害死人、形式主义累死人。每一
名党员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应该从实际出
发，坚持问题导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克服形
式主义的顽疾，以求真务实的面貌力戒官僚主
义的风气。

近日，两个在自己工作岗位上主动“加
戏”的人在网络上得到许多点赞。

一位是青岛128路公交车驾驶员韩明
星。因为发现了有不少外国人乘车，他闲暇
时间自学英语。从今年6月，他开始用浑厚
的嗓音和标准的英语进行双语报站，“不考虑
走红的事，只想展示一下青岛人的形象”。他
用播音腔中英文报站的视频被乘客发到网上
后，引来全国近20万网友点赞。有网友笑
称，“公交坐出飞机头等舱的感觉”。

一位是成都龙泉驿区民警。7岁女孩文
文在马路边捡到5毛钱硬币，并把它交给了
路上执勤的洛带派出所民警，民警收下了孩
子递过来的硬币，除了言语上的鼓励，还将5
毛钱作为市民捡到的遗失物做了正常的登记
备案。这位民警的做法，经媒体报道后得到
许多公众好评。

“尽管很多人觉得没必要，但这是自己的
职责，这枚5毛钱硬币或许没人在意，但孩子
拾金不昧的行为却值千金。”成都民警“加戏”
受好评，是因为他不满足于例行公事，而是多
花一份心思、多用一份付出，让本职工作体现
出最大的社会价值。给孩子善行一个积极的
回应、鼓励的赞许，孩子的善行便能坚持传递
下去，何乐而不为？像成都民警那样立足岗
位工作珍惜每一次凡人善举，我们的精神家
园就能更加明亮。

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职。既为医生，
就得为治病救人而奔忙；既为教师，就得为
传道授业解惑而坚守；既为记者，就得铁肩
担道义……不同的岗位，总有与之相应的
职业精神和操守。韩明星和成都民警的故
事，让我们见证了公交司机的细心体贴、好
客大方，见证了人民警察的扬善去恶、不弃

微茫。他们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更高程
度的尽职尽责。所谓“职业精神”，大抵就
像他们这样：不止步于完成例行工作，多用
一点心，为社会道义而坚守，为他人需要而
奉献，为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的贡献自
己的努力。

我们的四周，其实有很多类似的“鲜活
价值观”。爱岗敬业、主动作为，对我们每
个人而言并非高不可攀。弘扬职业精神，
坚守职业道德，也绝不只是道德楷模的“专
利”。每一天，每个人，哪怕一点微小的额
外付出，都可能别具价值。唤醒心中的道
德律、敬业心、职业敬畏感，做一个有担当、
有爱心、有情怀的行动派，克服工作中那些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敷衍了事和应付心
态，正是这些感人“加戏”案例带给我们的
最大启示。

“有空见一面”成现代人的奢侈品
“如果还有人愿意从东城跑到西城，和你吃一顿

不谈事儿的饭，就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了。”曾有人这样
描绘大都市里的人际交往。你有多久没和朋友坐在
一起，吃一顿气定神闲又不谈事儿的饭了？上一次打
电话和别人聊工作以外的事情，又是什么时候？在社
交网络平台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两个简单的问题却变
得越来越难以回答。

如何才能交到新的朋友，并且维持好旧的友情？
除了真诚、理解、尊重等等这些“传统药方”之外，有意
识地从个人封闭的小天地走出去，把目光从手机、电
脑、电视等电子设备的上面移开，多和朋友联系，多参
加一些朋友间的聚会，有事不要总是微信留言，而是打
电话让对方听到自己的声音，或者是约个时间见面聊，
让彼此感觉到真实的存在，而不是一种虚拟化存在，无
疑是值得每个人尝试的办法。 文/天歌图/佚名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下发了一份通知文件，涉及“全面清查在校
师生手机、电脑、移动硬盘”等内容，引发网络
热议。

不妨细看一下惹来“指责”的红头文件。
在这份标题为《关于开展清理涉暴、涉恐、反
动、淫秽等违禁、违法音视频工作的通知》中，
第一条就指出此项清查、清理工作的范围及内
容，“各单位、学院要对全体教职员工、在校学
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盘等存储介质进
行全面清查”，时间为“11月7日至11月23日”。

广西教育厅向媒体表示，已关注此事，正
在跟踪事件进展。

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清理涉暴、涉恐、
反动、淫秽等违禁、违法音视频，维护校园秩序
安定，营造良好氛围，的确很有必要。问题是，
对于这些违法违禁音视频，究竟由谁来清理，

如何来清理，还得有点法律意识，遵守法规程
序，不能信马由缰，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按照法律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
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
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而且，保护隐私，尊重
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在全体教职员工、在校学生的手机、电
脑、移动硬盘、U盘等存储介质中，不仅有他
们的通信秘密，也有个人隐私。如果这份红
头文件被执行，将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
和通信秘密。此外，教职员工和学生有通信
自由。所谓通信自由，一是使用通信工具的
自由，二是通信话语的自由，三是通信时间的
自由。定下目标、时间、范围的清理活动，很

难避免对个人生活造成干扰。
为了平衡保护公众利益与保护公民权利

不受侵犯，宪法和法律中明确了检查和搜查
的主体、程序、范围、对象等条件，排除了其他
任何组织与个人以任何理由的介入。学校并
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侵犯他人
的隐私权、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

当然，治理不法音视频，也不是学校一家
的事情。对于职能部门，需要认真抓好源头
执法，加强网络等信息传播渠道监管，及时查
处违法的人和事。对学校存在的不法音视频
泛滥等问题，有关部门应当与高校展开联手
治理，在最大限度保护教职员工、学生合法权
益的前提下，依法打击违法活动。至于发红
头文件清查师生电脑手机，究竟会带来什么
影响，该不该执行，有关方面应当有所反思，
作出更正确的选择。

11月11日甘肃兰州城关区瑞德大道一处
人行道突然塌陷，一名路过女子掉入深坑瞬间
被吞没。随后被救出送医，伤者被确定为肋骨
骨折。塌陷原因还将进一步确认。今年8月以
来，兰州已发生大大小小20余起路面塌陷事
件。仅2016年就发生过19次地面塌陷，且事
发路段刚处理完，塌陷事故又在附近路段发生
（11月12日澎湃新闻）。

路口的监控拍下了这惊险的一幕：在店铺
外步行道上，当时路人寥寥，没有任何征兆的，
一位行人突然脚下踏空，掉进深不见底的坑
里。有网友说“保住命了，挺幸运的”，是啊，一
个月前的四川达州，有四位行人就没有这样的
幸运，被生生吞噬了性命。有网友戏谑“马路
吃人，是天降横祸的地下版”，笔者认为，每一
起路陷事故都不全是天灾，没有为群众提供完
好、安全和畅通的道路本身，就是失职，其中责

任缺位、责任偏位因素不能忽视。
路陷有的发生在市政道路，有的则在公

路，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但职权如何
行使，责任如何承担，目前都有相应的法规
——前者有建筑法和《城市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后者有公路法——如何追究责
任，亦相对明确。可，如果选择束之高阁，规定
再完善再有效，也无用。

按照一般的事故处理流程，职能部门在
事发后应当依次进行原因调查、责任归位、赔
偿、追责、反思漏洞、制度建设并采取预防举
措。首先，原因难查吗？针对兰州路陷高发
的情况，专家曾专门分析道，兰州客观上“地
质环境相当差”，路面塌陷频繁发生的主要原
因是“城市建设步伐加快，造成基础设施跟不
上去，很多区域仍在使用过去的老旧管网，但
受种种因素限制，地下管网并未得到扩建，原

有的管网也缺乏有效维护，既有管网超负荷
运转，而地下管网的渗漏和浅层地下水的改
变，引起黄土湿陷，最终造成路面塌陷”。为
何迟迟没有改进和预防举措？这或是查明祸
患真相的突破口。

城市建设中，地下空间的建设质量如何，
常被称为一个城市的良心。市民将建设家园
的信任交给当地政府，政府肩负着提供安全有
效的基础设施的法定责任。而与同步更新地
下基础设施相比，一些城市决策者却优先或单
一地选择了追求地上的过速发展，要看到，后
者其实并非法定职责，这值得深思。

城市需要发展，但发展的品质不应全由地
上多美说了算。在城市决策者面临的众多任
务中，法定职责的落实，应放在第一位，历史欠
账不能欠太多拖太久，否则终究对不起这个城
市的良心。

骗子公司忽悠大学生
别等悲剧发生才加强监管
据澎湃新闻报道，武汉大学生李子轩等人在求

职平台发出应聘简历，收到多家所谓“模特经纪公
司”的面试邀请。对方连相貌都不看，就说“你能够
胜任”。面试时，对方以“签约模特”需要拍摄宣传照
为由，告诉应聘者要收取几百至数千元费用。知情
者称，有的公司根本就是“骗子公司”，从头到尾都在

“演戏”。
再谨慎的求职者也抵不过骗子的套路。在报道

中，李子轩和他同学应聘兼职的所谓“模特经纪公
司”，要么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天眼查上被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要么已经决议解散。只要招聘平
台多加限制，就能阻止骗子大摇大摆地忽悠大学生。

招聘网站没有直接害死李文星，但对于李文星
误入传销组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扮演了那个递
刀的角色。平台也没有直接忽悠大学生去“模特经
纪公司”做兼职，却因审核疏忽，把他们推向了骗局
的深渊。面对平台筑起的信息不对称高墙，应聘者
都是脆弱的鸡蛋。应聘者是出于对平台的信任而在
上面求职，提供个人信息，这种信任不该被罔顾。

每一起网络招聘骗局，都可能酿成一场悲剧，不
能每次都等“死了人”才“高度重视加强监管”，也别让
招聘网站成为大学生跨入社会吃亏上当而“成长”的
第一步。 文/范娜娜

灭火器闹婚
10月14日，河北秦皇岛一处婚礼现场，亲友团

们手提灭火器早早等在门口，新郎新娘一行人刚下车
便遭到一通猛喷，现场烟雾缭绕。这时一男子不满如
此恶搞，冲上前理论险些动手，被人拦下。而专家表
示，干粉灭火器如果直接对着人喷射，大量的颗粒物
就会吸入肺部，有可能导致窒息。（10月16日北京时
间）

我国号称礼仪之邦，一切重大活动都有严格仪
轨，但在结婚这件大事上，除了彩礼、嫁妆这些严肃的
讲究之外，在婚礼现场，会突然插入一个无厘头的“闹
婚”环节，平时温良恭俭让的至爱亲朋瞬间变得嬉皮
笑脸，直取下三路而来，被“闹”的，有新娘、新郎、伴娘、
公公，各种奇情异想天马行空。今年初，一段“公公醉
酒强吻儿媳”的视频更是让人目瞪口呆；2016年，在包
贝尔的婚礼上伴娘柳岩被扔入水……著名导演李安
在电影《喜宴》中这样评价“闹婚”：“你正见识到五千
年性压抑的结果。”

移风易俗是难的，何况移易一个传承几千年的
“俗”。不过，如今法治时代，闹婚的还是该注意分寸，
闹的时候注意人身安全，注意廉耻底线，移动互联网
时代，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传出来，这个脸丢不起。

文/小强 图/春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