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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年开
第七秩，屈指几多人。”每每读到白居
易的这首诗，总是让人心生感慨。大多
数人越老越怕添新岁，诗人却与众不
同，面对新春欢喜雀跃，因为他觉得，
年纪开始了第七个10年的人，屈指算
来，并不多见，故此值得高兴。可见，拥
有好的心境，面对世事就能乐观处之。

面对年岁的更迭如此，面对工作、
生活亦然。有的人正经历“成长的烦
恼”，有的人已遭遇“中年危机”；有的
人在前进的坡坎上挥汗如雨，有的人
在事业的瓶颈处辛苦劳碌。倘若一味
盯着劣势、不足，感物伤怀，颓唐气馁，
只会进退无据；调整视角，换个心境，
或许就是另一番景象。心态决定状态，
砥砺笃定自若的心境十分重要。

“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志

向犹如前进的灯塔，目标越坚定，心态
越笃实。黄旭华为研制核潜艇隐姓埋
名30年，孜孜不倦、呕心沥血，没有因

“一穷二白”而放弃，也从未因危险或
诱惑而摇摆，还从容写道：花甲痴翁，
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个
为理想搏击的人，决不会在困难面前
当逃兵，更不会斤斤计较、满腹牢骚，
而是以乐观的心态迎难而上，以淡泊
的心态对待名利。“一个人若是没有确
定航行的目标，任何风向对他都不是
顺风。”坚定志向、矢志不渝，才能内心
安宁、不再彷徨，最终战胜艰难险阻。

有人说，一个人越敢于承担重任，
就越意气风发。责任固然沉重，却如

“压舱石”，让人临高处而不忘形，处低
谷而不丧志。上世纪 50年代，为战胜
福建东山县的灾荒和贫困，谷文昌带

领干部群众植树造林，他以“不治服风
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坚忍
不拔、百折不回，最终以漫山木麻黄治
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

哲人有言，“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两
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
只眼睛看到纸的背面。”像读书那样，用
一只眼睛观察表象，另一只眼睛洞察本
质、探寻规律，内心自然就有底气；用一
只眼睛察看万物，另一只眼睛审视自我，
分清利弊、见贤思齐，自能收获沉稳练达
的气质。跳出思维窠臼，警惕“空间迷
向”，拒绝人云亦云，方能拓宽视野、增长
智慧，让好心态始终相伴。

“世界如一面镜子：皱眉视之，它
也皱眉看你；笑着对它，它也笑着看
你。”以良好心态面对世事，始终保持
微笑、振奋精神，不怕暗礁、不惧荆棘，
生命总能绽放出新的光彩。

砥砺笃定自若的心境
●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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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离婚案”适用反复冷静吗？

防范“指尖政务”中的“四风”变种 ●李斌

●吴迪品牌“落水”，再打捞就难了

“身份证照可重拍”凸显服务理念大转变 ●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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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个别地方有基层干部反映，手机
上政务APP太多，有的甚至要求每天打卡

“留痕”，耗费时间精力，影响工作生活，沦为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毋庸置疑，“互联网+”用之于基层政务
管理，“动动手指”就能快速发布指令、及时
沟通信息、督促工作落实，确实起到了节约
行政成本、提升工作效率的作用。但是，当
前的“互联网+政务”，还处于“摸着石头过
河”的探索阶段，存在许多不成熟、不规范之
处。各领域各层级政务APP让人眼花缭
乱，基层干部疲于应付；政务办公群成“秀
场”，有干部抱怨“干得好不如晒得好”；“微
信下指令、微信抓落实”，工作脱离实际、脱
离群众；在工作群“拍马屁”“发红包”，微腐
败渐露苗头……种种问题足以说明，真正
把“互联网+政务”利用好，离不开管理智慧
的筑底，也呼唤正风肃纪的托举。

建而不管、用而不精，是基层电子政
务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各级各部门在
政务APP建设上各自为政、各搞一套，既
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也徒令基层干部
和办事群众难以适应、无从选择。“互联
网+政务”的精髓在于整合大数据、打破信
息孤岛，如果只是把现实中的部门壁垒、
信息孤岛搬到网络和“云端”，“互联网+政
务”还有多少实际价值？网络空间是服务
群众的新地带，也是管党治党的新领域，
决不能满足于“有了就好”“建了就完”，决
不能失之于无法可依、无规可循。用制度
厘清可为与不可为、守责与失责、激励与
惩罚，方能让“互联网+政务”运行在法治
轨道上。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基层电子政务
建设需要警示的问题。方针政策在“键对
键”中落虚落空，“微指令”“微通知”导致脱

离群众，通过网络“留痕”为政绩注水……
抓落实不能靠“远程指挥”，干工作不

能“一微了事”，实干导向、实效要求、实绩指
针，任何时候都需要坚持不懈。应当明确，
鼓励“键对键”，也要重视“面对面”。从层级
工作部署、落实和考核，到倾听群众诉求、方
便群众办事，不仅要有主动“触网入云”的创
新自觉，更要坚守为民务实清廉的政德要
求；不仅要善于通过信息技术办公，也要善
于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办事。

“触屏时代”，“互联网+”对生活的融入
和塑造是谁也无法阻止的。政务服务网络
化、行政办公信息化，同样是不可阻挡的时
代潮流。许多政务APP、政务微博、政务公
众号，已成为方便群众办事的“好帮手”，成
为打造智慧城市、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好
依托”。在网民规模超过8亿的大背景下，
我们逐步建构起“互联网+政务”的骨架，涵
养出契合移动互联的优良作风、法治文明
和管理水平，一定可以“网聚”人民群众获得
感，“网聚”党心民意正能量。

据央视11月27日报道，很多商家在电
商平台上销售阳澄湖大闸蟹，有的一年卖
了几十万件，但没有一件是真的。据知情
人介绍，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网上店铺
和当地实体水产市场上销售的均是外地大
闸蟹，它们被运往阳澄湖过了一遍水后就
成了“阳澄湖大闸蟹”。

阳澄湖大闸蟹久负盛名。相关统计显
示，2017年所谓“阳澄湖大闸蟹”总营销额
约为300亿元，而去年真实的阳澄湖大闸蟹
产量为1600吨左右，差不多只有3亿元销
售额，仅占市场销量的1%。市面上有多少

“阳澄湖大闸蟹”是冒牌货不言自明。
事实上，这种外地大闸蟹到阳澄湖“过

水”的做法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成气候”的
背后有环环相扣的原因，一是利益驱动
——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有限，在供需矛盾
下，周边各水产区螃蟹都来贴“阳澄湖”的
牌子，牟取利润；二是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阳澄湖大闸蟹必须按规定加装“蟹扣”
防伪标识，然而市场上诸多“外形相似，没
有真正防伪标”的假蟹扣大行其道，不仅失
去了“证明”的意义，还可能形成反向激励；
三是相关监管部门“踢皮球”——阳澄湖相
关部门表示某些店应归其注册所在地管
辖，而后者认为应去找供货上家所在地相
关部门……

阳澄湖大闸蟹是地理标志产品，也是
当地的名片，不论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养殖户及品牌商，还是当地有关部门，都应
该悉心呵护这个用口碑堆积起来的品牌。
然而，在此番事件中，从一些线下的水产市
场到线上的网店，售卖的多为假的阳澄湖
大闸蟹，还充斥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现象
——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甚至形成产业链的
侵权，当地养殖户、品牌商以及有关部门似
乎不以为意、无所作为，实在匪夷所思。

只看眼前利益，不注重品牌保护和用

户体验，再硬的牌子也经不住同业竞争和
自我消耗，有时还可能引发破窗效应。比
如，一些企业把外地大米拉到五常，换个
包装就当成“五常米”对外销售获取暴利，
尽管五常市建立了相关保卫机制、采取了
不少措施，但要挽回“五常米”的口碑和形
象着实不易；某国外知名品牌在一款手机
出现“爆炸门”后明确表示不召回中国市
场相关产品，随后其在我国市场份额遭断
崖式下跌；最近，某意大利品牌因辱华言
论而在中国市场遭遇寒冬。这些都是明
证。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意识不到问题
的严重性，就极有可能断送自己的好前
程。某种意义上说，利用品牌价值，其实是
一项风险投资——保值、增值还是透支价
值，有时几乎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用品牌
去透支消费者和市场的信任，最大的输家
是品牌自身。对知名品牌而言，“大厦”建
起来历尽了艰辛和努力，但“倾覆”可能很
容易，“重建”则是难上加难。珍惜“羽毛”，
才可能飞得更高、更远。

【围观】11月25日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媒体报
道，因不堪忍受丈夫家暴，成都一女子董芳向法院提
交离婚二审上诉书。去年6月，董芳与丈夫产生争执，
被施以暴行。事后，她申请到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
令。后来她提出离婚诉讼，经3次庭审，法院判决不离
婚。法官称，要给双方冷静期。

【观点1】冷静期越长受伤的可能越大
杨晨：从本世纪初婚姻冷静期在一些地方法院试

水以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之前，最高法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
（试行）》，即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经双方当事
人同意，可以设置不超过三个月的冷静期。问题是，
离婚冷静期并不适合所有离婚案件。对那些感情确
已破裂的婚姻，再给双方安排一个冷静期，不过是让
已僵死的婚姻又延续数月罢了。根据《婚姻法》规定，
家庭暴力属于法定离婚事由之一，受害者还可以要求
家庭暴力实施者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就这起
离婚案来说，一方被“施以暴行”，甚至申请到“人身安
全保护令”，足见家暴事实之确立。在这种情形下，法
院未“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已涉嫌“违规操作”。就算
于法有据，与其说是在挽救婚姻，倒不如说，让无辜者
为一段危机重重的糟糕婚姻继续埋单，时间越长受伤
的可能越大。当然，为完善立法，还应对离婚冷静期
加以规范。特别是对不适合设置冷静期的离婚案件
类型，作出排除性规定，明确因吸毒、家暴等情形离婚
的案件不予适用，以便更好地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
体现保护婚姻自由的立法精神。

【观点2】执法者切忌“好心办坏事”。
蒋萌：过去，有“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说

法。这种观念形成的一个原因是，旧时女性参加社会
工作机会较少、在经济上更多依附于男性。另一个原
因是，离婚曾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上述“不能
离婚观”考虑到了经济，顾及了“面子”，唯独缺少对遇
到婚姻不幸的当事人身体与心灵煎熬的应有体谅。
所以，某些婚姻“将就”还算是好的，糟糕的更令当事
人长期处于配偶软或硬暴力的极度痛苦中。如今，男
女在求学、就业、公民权利等方面早已平等，婚姻关系
被不少人认同是以感情为基础，共同成长、携手向前
的伙伴关系。如果双方或一方的情感因各种原因没
有了，或是一方长期恶待另一方，分手对已无感情的
双方显然是一种解脱，对受害一方更是避免继续受伤
的最彻底途径。夫妻感情究竟有没有破裂，是否涉及
不可原谅的错误，法官必须认真考虑。就本例而言，
女方若不是遭遇严重家暴，不至于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倘若只是马勺碰锅沿，法院也不会批准保护令），
而后女方也向法院起诉离婚。此时，法官还要执意

“劝冷静”“劝和好”，是否妥当，是否真的体察了女方
的痛苦？有时候，让别人冷静，也要看看自己是否冷
漠。法律必须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执法者切忌“好
心办坏事”。

【观点3】冷静期不宜适用于家暴离婚案
张立美:实际上从国外离婚制度设计上来说，夫妻

之间并不是想离婚就可以轻松离婚，普遍设置了离婚
冷静期。比如，美国的普通离婚程序中，需要经过6个
月的等候期之后，离婚手续才会办理完成，夫妻关系
才可以终止。英国规定婚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作出
离婚声明后，经过9个月的反省与考虑期后，如果离婚
申请人和当事人都认为婚姻无法维持，则准许离婚。
邻国韩国则从2005年开始实行离婚熟虑制和义务调
解制，申请离婚的夫妇如有子女，必须经过3个月的

“熟虑期”，如无子女，则“熟虑期”为1个月。
但是，法官在遇到家暴离婚案件时，还像审理以

往的普通离婚案件一样，设置离婚冷静期，判决不离
婚，让离婚案件当事人去走上诉程序，去打二审官
司。笔者以为，这样的离婚案件审理和判决就非常的
不适当，这是一种僵化思维的司法判决，没有充分考
虑到离婚案件的具体情况。

“很多夫妻间的家暴案例早已经我们告诉，家暴
是一种性格，甚至是一种瘾，很难改掉，几率非常低，
夫妻间一遇到冲突，就出现家暴。在这种情况下，面
对家暴离婚案，还判决不离婚，很容易让家暴受害者
面临危险，这才让人不能接受。

(整理/秋林图/佚名）

公安部11月29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自即日起施行深化治安管理“放管服”
改革便民利民6项措施。其中包括居民身
份证相片“多拍优选”服务，群众如果对拍
摄的居民身份证相片不满意，可以申请重
新拍照3次，从中优选满意相片。

身份证照片太丑是很多人挥之不去的
烦恼。前些年，曾有媒体专门做过调查，对
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52.3%的受访者表示
不满意，其中12.5%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
由于觉得相片太丑，不少人羞于向别人展
示身份证。一些身份证照片与本人差距太
大，也给当事人在使用身份证的过程中带
来了不少麻烦，很容易被怀疑是冒名顶替。

身份证照不好看，有其客观因素限
制。身份证照不是写真照片，主要功能是
提供高度真实的人脸辨识度，因此照相时

不能化浓妆，不能戴首饰，必须露出额头和
耳朵，相片也不能进行后期处理，这些都在
一定程度上拉低了身份证照的“颜值”。不
过，公安部门在办证过程中缺乏人性化的
服务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一些工作人员为
了追求效率，很少与拍摄对象沟通，有些时
候在当事人还没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完成
了拍摄，很多人也不能当场看到照片，往往
只是在拿到身份证后才知道被拍成了什么
样。

过去，对于公安部门来说，注重的是身
份证照的真实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美观性。事实上，大众对于身份证照的诉
求也在不断提升。一代身份证采用的是黑
白照片，囿于当时的拍摄及制作技术，照片
谈不上美观，但少有人提出不满。到了二
代身份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大众自

身权利意识的增强，很多人对本人身份证
相片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公安部
门应与时俱进，积极回应公众诉求，进一步
提高群众对身份证相片的满意度。

“身份证照可重拍”凸显公安部门公共
服务意识提升。对于群众来说，乘车、住
宿、旅游等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它
不仅仅是证明个人身份的重要证件，更是
展示个人形象的一张名片。除了真实、准
确、符合规定外，人们更希望身份证照也能
大方漂亮，展现个人最美的一面。

“身份证照可重拍”不应只是多几次选
择，还应包含服务的重塑。一些地方准备
了多套衣服、镜子、木梳、粉饼、发卡等，方便
群众拍照时使用。北京等地还试点身份证
自助办理业务，群众可以通过自助设备独
立完成拍照。相较于人工拍摄，在一个完
全自主的环境下拍照，人更容易放松，拍出
来的照片也更加自然。这些服务方式的改
进，都值得肯定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