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将至，粽香弥漫，节日的气氛渐渐
浓了起来。若是细细品味与琢磨，与往年相
比，今年的端午还真有些不同的味道。

过去，似乎只要遇上节假日，景点景区
爆棚、客流全线飘红、道路处处拥堵就会成
为“标配”；留在家里过节的，又把“吃吃吃”

当成为数不多的消遣。不过，看看最近的新
闻报道，我们可以感觉到不少值得点赞的
“新味道”。

这种味道，就是对于传统节日及其背
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再次重视。一方面，最
近，关于粽子文化 、赛龙舟 、诗歌会的消息
日渐多了起来；另一方面，外出旅游的游客
那里，也多了不少文化味道。

汨罗江边祭拜，屈原故里寻根……节
日未到，但是我身边许多亲朋好友，就已经
开始细细规划行程，把文化作为出行的重
要参考。可以说，高铁票上那一座座带着文
化基因的目的地车站，就是传统回归的一
个细节表现。这背后，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自
信，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期待。

对传统文化的重温，可以把端午、中秋等
传统节日作为契机。哪怕只是一次短暂回眸，
也未尝不会带来好的启发。尤其是对年轻一
代而言，可以有一个认同与继承的机会。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年端午的文化
新味道，就是令人欣喜的“练兵”。踏踏实实
走下去，我们的传统优秀文化，必将再次发
扬光大。

端午之味

李溢春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大学保安“成群
逆袭”广受关注。过去 20 年，北京大学保
安队先后有 500 余名保安考学深造，有
的甚至考上研究生之后当上大学老师。
“我们这里爱学习的(保安)还是挺多的。”

一名北大保安介绍，他所住的宿舍，8 人
中有 6 人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北大
保安的学习是多元化的，他们中有的爱
好文科类书籍、有的爱看经济类的书，他
们会在学校里听讲座、上自习，也有人自
学日语、英语，有的保安甚至可以用英语
接待外宾。(5 月 25 日澎湃新闻)

过去北大以“旁听生”闻名，现在北大
以“保安哥”而出名，这都是人们愿意看到
的。事实上，不仅是北大保安，媒体也报
道了其他一些高校保安的传奇。比如中
山大学保安杨顺在工作期间自学英语，
并为外国留学生补习中文，与一位来中
大留学的瑞典姑娘上演了“现代版童话爱
情故事”。相比原来的人生轨迹，他们的
奋斗确实可以称得上“逆袭”。

这种保安的“逆袭”发生在大学，特别
是名牌大学，不足为奇。虽然这些年来，
人们对大学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甚至还
有不少尖锐的批评。但不管如何，在整个

社会版图中，大学还是相对讲学习、重才
华的地方。在大学校园里，不仅有可亲可
敬的教授，还有勤学上进的同学。“蓬生
麻中，不扶而直 ；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身处这样的环境，大学保安重塑人生规
划，愿意为未来努力，再也正常不过。

不过，从构建正常社会角度出发，这
种 奋 进 ，不 应 该 称 为“逆”，而 应 该 是
“顺”，契合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印证了社
会活力的充盈。一个人最了不起的，就是
心中有梦想，愿意为梦想付出努力；而一
个社会最了不起的，就是努力提供各种
机会，能让有梦想、肯努力的人实现人生
进位。如果这种“逆袭”成为一种常态，那
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 ；反
之，没有这种“逆袭”，或者这种“逆袭”只
是凤毛麟角，这个社会的活力成色就可
能显得不足。

不仅是在大学里，在整个社会中，都
有着这么一群追求上进的人。他们起点
可能不高，出身可能卑微，但依然有着一
颗奋斗的心，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实现人生出彩。而且，这种对人生梦想的
追求，不仅仅是对财富的渴望，还有很多
人憧憬“诗和远方”，不愿把生活庸俗化，

把未来功利化。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营造一种
健康的生态，让更多人拥有梦想，让更多
人实现梦想。而这远远不是大学的事，也
不应该只发生在保安身上。“旭日阳刚”

和“西单女孩”的出现，曾给歌坛带来别
样风景。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如
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单讲演唱技巧，他们
未必实力超群，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那
种不甘平庸、奋力向前的姿态，或者说人
们从他们的歌声中听出了这样的姿态。

这也启示我们，打造一个健康的社会生
态，让更多人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多
么重要。

可以讲，能够培育“逆袭保安”的社
会，是令人向往的。这些“成群逆袭”的保
安告诉我们，在艰难的社会现实面前，永
远不要失去信心，永远都要保持一股淋
漓的士气。这个社会确实很复杂，但也很
丰富，“逆袭”的保安就是一种正能量的社
会缩影。不过，或许由于“逆袭”的还是少
了些，所以才会引人关注。在公众心中，
其实希望有更多人实现人生“逆袭”，并成
为一种常态。倘能如此，这样的人生是美
好的，这样的社会也是美好的。

“逆袭保安”是社会活力充盈的缩影
毛建国

打造“脱贫景点”之风当刹！

近期在个别地方脱贫考核中发现， 70
多岁的孤寡贫苦老人家中竟摆上了跑步
机，如此一幅脱贫奔小康的画面，令人哭
笑不得。这与多年前植树造林考核中出现
的 “山体喷绿漆” “小学生披塑料袋装
羊”何其相似！由此可见，打造“脱贫景
点”的歪风并未消停，当刹！

个别 地 方 为 何 热 衷 打 造 “脱 贫 景
点”？因为在脱贫攻坚这场硬仗面前，个

别党员干部作风虚浮、政绩观扭曲和能力
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脱贫工作是真难，
贫困户致贫原因复杂，扶贫脱贫方法更不
能简单“一刀切”，只有找准病灶才能去
病根，只有沉下心、慢工出细活才能带领
百姓真脱贫。这对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
工作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然而在这块试
金石面前，个别党员干部退缩了。因此，
打造“脱贫景点”成了他们投机取巧的好

办法。对他们而言，一旦蒙混过关，不
仅能遮盖工作“盲点” ，还有望用表面
的光鲜亮丽换取政绩，何乐而不为？

个别地方为何有胆子打造“脱贫景
点”？这不由得令人深思，在脱贫督察考
核中，是否有“到此一游”“走马观花”

式的不深入做法？在责任追究上，是否有
利剑高举、轻轻放下的倾向？督察考核中
只有多一分较真，才能挤一分水分，才能

让干部时刻绷紧“责任”这根弦，杜绝弄
虚作假，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
的考验。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决不
能让这种投机取巧、应付了事，或者尽
搞花架子的风气蔓延，要让他们付出代
价、受到惩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中央对全国
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容不得耍
心眼，也来不得小聪明。要啃掉贫困这
块硬骨头，广大党员干部须立下“愚公
志” ，用上“笨功夫” ，精准扶贫，才
能打赢脱贫攻坚战，真正改变贫困群众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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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受处分干部重获任用的
消息，近日广为传播。据湖北省黄
冈市纪委通报，日前，黄冈市 84 名
曾因“工作类失误”受到党纪政纪
处分的党员干部，经相关程序后重
新获得任用。不因一次处分就彻底
否定一名干部，让受处分干部有条
件地“复出”，相关探索值得关注。

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
障。近年来，各地以猛药去疴、重典
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
腕的勇气，坚决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一批“问题干部”受
到党纪政纪处分，或是受到法律制
裁。及时惩处违纪违法的干部，让
干部的“红线”意识更强，也推动了
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走向深入。

不过，干部受到处分后，如何
管理、帮教，促其反省、及时改正，
相关的系统化、制度化探索尚不多
见。在此背景下，黄冈市纪委及时
出台《对受党纪政纪处分干部回访
的暂行办法》，探索和强化对受党
政纪处分党员干部的回访、管理、
帮教等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党组织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
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精神”，这是写入《中国共产党章
程》的明确规定。“惩前毖后”与“治
病救人”是一个有机整体，对于受
处分的干部，不能“一棍子打死”。

干部“病了”，惩处只是用以警醒的
手段之一，“治病”才是最终的落脚
点。只要没有被开除党籍，受处分
的党员干部仍是党的一分子，应该
及时给予帮助、教育和管理，促其
“治病祛疾”。

实现“治病救人”，离不开相应
的制度化保障。在湖北黄冈，纪检
监察机关明确了回访的制度要求，
并提出，对彻底改正错误，在新岗
位上做出新业绩，得到群众和组织
认可的，可向组织部门提出提拔、
重用的建议；对思想转化不彻底，
工作懈怠的，责成所在单位进行重点教育；对受处分后再度违
纪的，从重给予党纪处分。84 名受处分干部重获任用，有条件
地“复出”，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是对“能上能下”理念的
切实践行。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黄冈重获任用的干部，均是因“工作类
失误”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工作类失误”，与贪污腐化等问题不
同，一方面，经历过“失误”，这些干部对相关工作有了更深刻认
识，会更讲究方法，有些教训会转变为经验；另一方面，用好这
一批干部，也能激励更多干部在改革中放开手脚、依法依规敢
于作为，减少“庸官懒政”。

“治病”“改过”之后，对于那些彻底改正错误，在新岗位上
做出新业绩，并得到群众和组织认可的干部，按照相应制度规
定、经过相关程序重新任用，也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中包容失
误、鼓励实干的导向。

当然，须臾不可忘记的是，对于受处分干部的重新任用，必
须慎之又慎，相关的决策、任用程序必须公开，并接受社会各界
监督。唯有划定刚硬的“红线”，坚决避免“带病起复”，受处分干
部的复出才能真正取信于民。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中的
这句话，公众耳熟能详。厘清制度轨道，给予“改过”的受处分干
部“自新”的机会与可能，是“治病救人”，也是形成“能上能下”的
良性政治生态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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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回归本分，大学精神才能行稳致远
何晨阳

校庆中最应该展示的，不是校友捐款，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所大

学的文化、理念、对未来发展的定位、对教学科研的谋划

新华社记者刘雅鸣、宋晓东

只有沉下心、慢工出细活才能带领百姓真脱贫。然而在这块试金石面
前，个别党员干部退缩了，打造“脱贫景点”成了他们投机取巧的好办法。

决不能让这种风气蔓延，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受到惩罚

“活动能力”
办 6 个手机号，针对不

同情况用不同的手机号与不
同的人保持联系、遥控指挥；
通过领导干部打招呼或试图
请吃饭，要求巡视组手下留
情……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华应生的“活动能力”之
强，令巡视组大为吃惊。

漫画：勾犇

干部要有“活动能力”，
但是要用到干事创业、为民
服务的正道上。若是走邪门
歪道，靠“活动能力”谋取私
利，却只会败坏党风政风。

本栏编辑：李洪磊

最近，一些与大学校庆有关的新闻，引
发了舆论热议。有人对校庆的排场和气势深
感震撼，有人对当年的师友表达感恩，还有
人对校庆中一些不好的趋势感到忧心。在一
些人看来，校庆的主角变成了商界和政界的
“成功人士”，甚至让一些普通校友觉得不好
意思参加校庆，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
师之谓也。大学精神与气质，注定与其他机
构、场所不同。大学是塑造青年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重要场所，公众对社会和民族
未来的期待，很大一部分都投射到了大学校
园。在这里，人们既希望看到脚踏实地的执
着，也希望有仰望星空的情怀。

当一所大学举办校庆时，最该做什么？
答案不是向外界展示自己有多强大 、多成
功，而是应该自我反思，反思如何坚持初心，
更好地造福社会。反思姿态，是对大学使命
和精神的契合与张扬。只有在培养人才的同

时，经常回望和反思，才能取得持续的进步。

每一次校庆，既是一系列仪式的集合，又
是一次回望历史、展望未来的绝佳时机。不断
回顾与反思，正是哈佛、牛津等世界名校长期
保持卓越的奥妙之一。如果校庆缺乏反思精
神，杂糅了过多的庸俗气息，变成所谓名人和
商业精英的秀场，无疑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校庆中最应该展示的，不是校友捐款，
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所大学的文化、理念、
对未来发展的定位、对教学科研的谋划。但
揆诸现实，一些大学校庆的商业化气息越来
越浓，有的学校提前一年就开始搞校庆倒计
时，发布校庆徽标、校庆流程等，还要召开多
次新闻发布会。这样的做法，俨然把校庆当
成了“生意场”，让本该兼具总结反思展望功
能、严肃活泼的庆典，沾染了浓浓的商业味。

格局一旦变小，“吃相”就难免不雅。有些
大学的校庆确实有点乱，有的大学在校庆现
场摆点钞机收钱、向校友索捐，有的大学校庆

宣传片涉嫌抄袭，还有大学“组建一年即办
百年校庆”。这样做，学校品牌看似没有受
到影响，但“大学”两字的神圣感却可能在
一片喧嚣中逐步消解，这种无形的伤害才
最可怕。种种乱象，既可能让大学蒙羞，又
可能给学子传递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当前，一些大学校庆模式化色彩比较
明显，固定程式的背后还不乏攀比心理作
祟。校友捐献、领导致辞、校庆大会等，成
为不少大学校庆时的必选项；一些学校还
在致辞领导层级、校友捐献数额上大做文
章。对比之下，更应该被拿出来一较高下
的科研项目、人才培养、社会贡献甚至沉
淀下来的文化、理念，却屡屡被忽视。

办校庆无可厚非，但要把握好分寸。

把校庆当秀场，抱着自我宣传、自我贴金
意图举办校庆，除了刷存在感之外，最直
接 的 好 处是让 一 些 人 借 校 庆 捞 取 资
源——— 请领导、老板们来走一遭，希望他

们为学校今后发展提供更多便利。这种方
法只要不违纪违法，我们就无须苛责，但
大家担心的是，把这种“俗务”明显地摆在
最需要总结、反思的校庆上来，会向社会
传递怎样的理念。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不看身份看年
级”、南京大学“序长不序爵”的做法，曾获
得不少掌声。毋庸置疑，尊老敬老是社会
常识，公众在为这些大学尊重“常识”点赞
的同时，更传递了一种期待：希望校庆能
更有格调，不只是一片“闹哄哄”。

校庆活动办得好不好，归根结底还要
看有没有内涵，是否坚守育人本分，而非
表面上的热闹。大学的根本是立德树人，
责任是以引路人的身份引领社会前进，理
念与价值观会影响未来的社会中坚。

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需要放弃急功
近利的想法，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坚守。轰轰
烈烈的校庆办完，“剩下什么”才最重要。没
有对大学精神的再总结、再谋划、再出发，
缺少对科研、育人的反思与再认识，没有让
学生感受到老学长、老教授们身上展现的
人文积淀与科学精神，那从大学的本分而
言，这场校庆很可能就“白忙活”了。

据媒体前不久报道，四川省简阳市部分公交站牌太高，被
网友吐槽“是给长颈鹿看的”。在我们身边的公共设施中，还有
不少让市民难以忍受的“奇葩”或糟心设计。一项调查显示，公
交车站乘客上下车时阻挡自行车正常行驶，地铁、公交换乘难
和公交车站座椅冰凉是市民生活中遇到最多的“奇葩”或糟心
设计。(5 月 25 日《中国青年报》)

城市越发展，市民对公共设施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看到
这项调查，相信不少市民深有同感。在日常生活和出行中，公共
设施不便民，反而给民添麻烦，甚至客观制造安全隐患的现象
并不少见，需要引起城市治理者的高度重视。

以行人过街为例。在北京广渠门外大街，从广渠门桥到广
和里中街长达 300 多米的一段路，没有设置方便行人的过街天
桥或地下通道，市民过街只能走几百米到路口。为了方便，有市
民推倒隔离带护栏，横穿几十米宽的马路过街。夜间行车经过
时，不少司机更是提心吊胆，生怕有人突然冒出来。

公共设施设计不合理，可能会造成连锁后果。马路上不为
行人设计便捷的过街通道，行人就不得不横穿马路，造成安全
隐患；司机为了提醒行人，又不得不一路鸣笛，造成噪音污染；
而行人与司机之间“斗法”，最终又不利于培养现代交通文明。

如此细细分析，其他不合理的公共设施，也可能会造成类似的
蝴蝶效应。

公共设施存在设计缺陷，给市民生活添堵，原因是多样的，
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比如，有些公共设施当前存在不便民的
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像一些早期设计的地铁线路，因为没有
准确预计城市发展规模和客流量大小，在设计之初就没有留出
便捷和充足的换乘通道。对这种情况，要及时查改，采取有效的
疏导措施，而不能怕客流量大就把换乘通道一封了之。

更重要的是，有些公共设施在设计、建造和改造过程中，城
市治理者常固守冷冰冰的陈旧思路，“拍脑袋”决策，没有设身
处地替市民考虑，没有站在实际使用者的角度去想问题，有时
出现问题也没能及时改正，这才造成糟心设计持续存在。

对此，城市治理者有必要把民意作为重要标尺，通过公证
会、移动平台等各种方式，建立有效的反馈渠道，及时广泛收集
百姓的意见，切实了解百姓的真正需求，通过科学论证做好谋
划。对可能存在问题的公共设施，一定要提前介入、广泛查找、
改造到位，不能等着事故发生或者媒体曝光后，才对其进行整
改。广大市民也要有城市主人翁意识，面对不合理的公共设施，
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和支招。唯有各方共同努力，城市才能真
正让生活更美好。

公共设施建设

要多以民意为标尺
本报评论员李洪磊

本报评论版“草野·宇下”栏目长期征集
读者来信。我们期待收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中
国故事，倾听来自不同行业群体的声音，尤
其欢迎来自基层的生动细节，反映时代进步
的细微变化。来稿请注明“草野·宇下”，请勿
使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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