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几何时，在保鲜膜流行之初，我曾
“嘲笑”父母的传统保鲜法——— “现在都用
上保鲜膜了，谁还拿碗倒过来盖着啊，土不
土哦？”

后来发现，和我一样的人还挺多，大家
就爱嘲笑那些跟不上潮流的人。然而，没过
几年，我又成了被嘲笑的对象——— 身边许
多朋友对我说：“土不土啊，现在都用乐扣
了，你还在用保鲜膜？”逼得我立刻去超市
买了一套市面上最流行的保鲜盒。

生活的花样翻新，让我们渐渐忘记了最
原始的状态。当各种化学原料侵袭我们的健
康时，才发现最自然的才是最健康的。可是，
很多人依然不愿回到以前的“土”日子。

或许，最大的障碍就是虚荣和贪欲。为
了外表靓丽，我们贪图五颜六色的高级面料
和高科技化妆品，却被各种重金属离子腐蚀
身体；为了住所阔绰，我们选用了各种装饰
材料和先进电器，却在辐射的包围中劣质地
生活；为了满足食欲，我们贪图更多的重口
味，却任由它们伤害着自己的肠胃……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历来的
大师们，都提倡过清苦的日子。现今虽然
我们难以做到，但也应尽量返璞归真。花
色朴素的陶瓷器，就是相对健康的保鲜器
皿。这种沿袭了上千年的“土”方法，战胜
了各种充满化学元素的高科技。生活中，
也需要保留很多“土”法子。就饮食健康而
言，种类要选当季的；烹饪手法采用蒸煮
更健康；加入的调料尽量简单，别追求高
盐高油的重口味。就穿衣着装来说，选用
的材料越自然、越朴实越好，色彩过于艳
丽的服饰，往往加入了过多的染料，而成
为健康“杀手”……

节俭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文明品
质。“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你浪费东西，那就是浪费别人的劳动，
就是浪费大自然的赐予。从人们日常生活
角度来看，享乐虚荣、追新猎奇、奢侈消费
造成的铺张浪费最为直观。

生活“土”一点，体现的是崇尚自然，返
璞归真的自然绿色健康观，“光盘行动”“提
篮买菜”提倡的是节约环保循环利用的资
源观。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
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

过“土”日子

杨果平

回顾中国古代历史，那些成就一番
大事业的英雄，莫不是引才用才的高
手。春秋时期，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和
自己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国力日
强，九合诸侯，最后称霸天下。战国七雄
独秦一统，关键在于五湖四海的用人理
念，招贤纳士，集聚各方英才，形成了雄
视天下的人才高地。汉高祖刘邦在总结
夺取天下的经验时说，成功的秘诀在于
使用了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位人杰。历
代治乱兴衰，其得其失甚多。但归根到
底则是：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当前，全社会
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人才
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建设关系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当今世界，人才已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人
才争夺战，可谓异常激烈。若想在这场
战役中胜出，就必须拥有鹰一样的眼
光、海一样的胸怀，张开臂膀拥抱人才，
用“妈妈式”服务温暖人才，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首先要在“聚”上下
功夫。视野要开阔，不能局限于一域，要推
动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
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定位要精准。各
地基础不一、情况各异，对人才专业、层次、
类型需求千差万别，引进人才要立足实际，
因地制宜，除了关注高层次、领军型人才，
还要关注决定未来发展格局的新生代人
才，也要把优秀企业家群体纳入视野，作为
重要引进对象。方式要多元。要认真研究人
才流动和发挥作用的特点和规律，探索采
用柔性化、弹性化方式引才，通过顾问指
导、项目合作、退休返聘、人才租赁等举措，
广泛汇聚人才资源，打造区域人才高地。

“聚”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事而用。筑巢
引凤只是人才工作的第一步，用当其时才
是关键。现实中，一些地方大搞人才建设形
象工程，为政绩而引才，片面看重人才的头
衔和荣誉，“非海归不要”“非名校不收”，导
致“引来女婿气走儿子”；有的为引才而引
才，引进之后置之不理，导致人才无用武之

地，只能“高兴地来，伤心地走”。这些做法
皆不可取。对此，地方要当好“店小二”，从
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企业发展出发，架好
桥梁，为人才施展才华搭建舞台和平台。要
做好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工作，注
重调动用人单位引才用才积极性，对引进
的人才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正如种子生根发芽需要土壤、水分和
光照，人才发展需要良好的生态。为此，要
不断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
篱，扫除束缚人才流动和人才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特别是要在职称制度改革、财
税支持政策、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探
索创新。要进一步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
真正做到寻觅人才如饥似渴，发现人才如
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
尽其能。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只要让识才、爱
才、用才、容才、聚才的空气充盈整个社会
空间，我们就一定能释放巨大人才红利，用
“人才引擎”来提速创新驱动发展。如此，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能早日实现。

非名校不收的“政绩式引才”要不得
许文飞

扎紧制度笼子，铲除“圈子文化”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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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湖南衡阳市纪委查办了一起利
用同乡会资源、涉嫌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
大案，一个隐蔽运作长达 18 年之久的店门
同乡会浮出水面。这个“同乡会”组织严密，
有章程、有分工、有固定经费，成为谋取不
正当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小圈子”，是典型
的“圈子文化”毒瘤。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身处庞大的关系
网中，有“同乡”“同学”“战友”等这样那样的
圈子乃人之常情。但一些“小圈子”将私人
关系和公共权利相勾兑，最终损害的是公
共利益，癌变成了“圈子文化”“山头主义”。

如果实在找不到形成圈子的纽带，有
的人便“认干亲”“拜兄弟”，形成人身依附
关系。甚至有的地方干部过去在讨论人事
调整的会议上，直接说“某某是我的干儿
子，要多关照”，将公权和私情混为一谈。

组织、加入各种“小圈子”，最终目的是
谋求关系“变现”。借用电视剧《人民的名
义》里的台词，很多人想方设法进圈子是为
了寻求“政治资源”，所谓的“上头有人好办
事”。还有一些人热衷于通过圈子结交企业
老板，收受钱财礼金，并将这种行为包装成
“兄弟朋友之间的感情”。最后一调查，往往
是“一抓一串”的腐败窝案。

在衡阳市查处的“同乡会”案件中，身
为副县级干部的“会长”在“同乡会”全体会
议上直言，要帮助会员中的年轻干部谋取
政治进步。他还和同乡老板合伙，并通过一
些重要岗位上的同乡干部，串通一气骗取
大量项目补贴资金。

一旦形成圈子，便似有了靠山。有的干
部受到提拔后，并不认为是组织的信任和
培养，而是感激某个圈子或其中的某个领

导。更有甚者，圈子固化为强大的既得利益
集团，导致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执行中
变形走样。

早在 2002 年，中纪委、中组部等部门
就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领导干部不得参加
自发成立的老乡、校友、战友之间的各种联
谊会之类的组织，不得借机编织“关系网”，
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更不得有“结盟”
“金兰结义”等行为。

近年来，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意见中多
次提及“圈子文化”现象。“圈子文化”如果
不及时铲除，必然会对政府形象、干部队
伍、干群关系乃至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恶劣
影响。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圈子文
化”问题有了较明显好转。根治“圈子文化”，
不是要消除正常的人情交往，而是在私人感

情和公共权力之间建立隔离带、防火墙。

选人用人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一些
地方推行“实名制推荐”。干部是由谁最先推
荐的，谁同意任用的，均记录在案并全程公
示，做到“谁提名、谁负责”。任用后一旦出现
问题，可以追溯问责，防止“带病提拔”，有效
阻击和遏制推选干部时“夹带私货”“拉帮结
派”等违规违纪行为。

同时，衡阳等地制定了“八小时以外”监
督办法，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从“工作圈”向
“社交圈”“生活圈”“家庭圈”拓展和延伸。监
督无处不在，“小圈子”自然就难以藏身。

身为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还要
时刻做到严于律己。某市一位处级干部说，
他刚刚调任到某要害部门时，不少同乡、同
学找他吃饭聚餐，他都婉拒了。在别人看
来，这是不近人情，在他看来则是自觉净化
圈子、主动规避风险。

制度的笼子紧了，私人的圈子才能“净
了”。风清气正的人际关系应该是：上下级
之间规规矩矩，同乡同学同事之间清清爽
爽，干部和企业家之间既“亲”又“清”。

近一段时间，北京、深圳等地一
些小区物业设置隔离墙，将商品房和
保障房进行分隔管理，违反了有关物
业管理规范，引起人们关注。北京市
住建委日前发布通知，明确要求企业
未经许可不得自行设置任何形式的区
域隔离，否则将受到相应处罚。

涉事小区分隔管理的做法，违反
了地方政府对配建小区物业的管理规
范。以北京市为例， 2015 年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等住房
物业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
实施统一物业管理的小区，建设单位
不得通过增设围栏、绿植等方式，将
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保障性住房
与商品住房分割。此外，已建成的小
区增设分隔管理附属设施也违反《物
业管理条例》和《北京市物业管理办
法》，必须立即停止。

显然，在住宅小区内部设置隔离
的做法历来是被政策禁止的违规行
为。对此，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物业管
理机构均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既不能以任何借口增设隔离墙，也不
能再借“分隔管理”来兜售楼盘，对
已经违规建设的隔离墙则必须拆除。

对此，不能有任何模糊认识。

配建保障房、公租房在改善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的同时，
也是为了构建真正和谐的人居环境。而基于房产交易的不同属
性，人为将小区内部分隔管理，使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不能享受
同等待遇，既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社会认知，也不利于营造社区和
谐氛围。

要杜绝小区分隔管理现象的出现，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制定更
为细致完善的政策法规，在土地出让环节，明确配建保障房、公
租房的小区配套设施和物业管理标准；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尤须
严格监管，堵上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漏洞；还需要社区工
作者创新工作方法，着力在居民中培育“头顶一片天，便如一家
亲”的共同情感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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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岂能成为景区殴客的挡箭牌
张淳艺

作为管理主体，景区管理方有责任和义务监督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如

果承包者违规经营，侵害游客权益，景区管理方也脱不了干系

白田田

根治“圈子文化”，不是要消除正常的人情交往，而是在私人感情

和公共权力之间建立隔离带、防火墙

“如此拔萃”

最近，有位网友吐槽自
家 10 岁的小侄子：这位小
侄子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奥
数 、围棋 、轮滑各种业余爱
好也出类拔萃 ；但是，小侄
子却说他爸妈不配有他这
么好的儿子。

漫画：王铎

对这个男孩的惊人之
语，网上出现了一些较为偏
激的声音。对此，我们在分
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的
同时 ，还要对孩子积极引
导。

本栏编辑：马建东

8 月 28 日，一段游客在浙江安吉仙龙
峡景区漂流时被打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
频显示，一位身穿救生衣的游客和几位手
持棍棒的男子发生口角，相互争执，随后一
个男子突然掌掴该游客。目前，参与打人的
两人已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并处罚款。景
区管理方表示，打人者系外包人员，不属于
景区管理。(8 月 29 日《北京青年报》)

据介绍，因为游客没有配合拍照要求，
相关工作人员就出言不逊，辱骂并掌掴游
客。对此，景区方面回应称，漂流拍照点是
景区外包的，并不属于景区管理，事发后已
与拍照业务承包方解除合同。不过，需要明
确的是，外包并非景区殴客事件的挡箭牌。

景区管理方所要做的，不光是在出事后与
承包方解除合同，划清界限，更应是在平时
加强监管，规范服务。

目前，许多景区都将拍照、餐饮、购物
等服务项目对外承包。这可以盘活景区资
源，丰富服务内容，同时也为景区经营者节
省了人力物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第
三方承包者在预先缴纳承包费用后，为了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便可能出现随意抬
高物价、强迫游客消费等情况。以拍照为
例，一些景区承包者在未经游客同意的情
况下，擅自给游客拍照，并采取言语威胁等
形式向游客强迫出售。

对景区管理方来说，收了租金“拿人手

短”，对承包者的种种违规，往往默许纵容。

景区管理方的缺位，给了承包者无视游客权
益的底气。而且在家用相机和拍照手机普及
的今天，不少游客都不需要景区人员拍照，
可见本案中相关人员应该不是第一次被拒。

其辱骂掌掴游客显然不会是针对个体的“临
时起意”，而是一贯的霸王习气作祟。

景区服务项目可以外包，但管理责任
不能外推。作为管理主体，景区管理方有责
任和义务监督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为游客
提供优质、文明的服务。而且，如果承包者
违规经营，侵害游客权益，景区管理方也脱
不了干系。殴打游客事件发生后，仙龙峡景
区就被列入安吉县旅游经营者“黑名单”，

已经停业整顿，代价可谓沉重。对于广大游
客来说，也不会因为打人者系外包人员就
对景区管理网开一面，如此负面新闻势必
影响景区的形象，让更多游客用脚投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年 7 月 1 日
起，《江苏省民用航空条例》正式实施。对于
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机场餐饮宰客问题，《条
例》要求，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公平竞
争、满足大众消费需求的原则，与取得经营
权的零售、餐饮等经营者签订协议，明确服
务标准、价格水平、安全规范和责任等事
项。这种“约法三章”的做法，同样值得各地
景区管理方借鉴。各级旅游部门应指导景
区与承包者签订协议，明确服务规范和违
约责任，一旦出现违规经营，无条件解除承
包合同。只有强化景区管理方的管理责任，
厘清承包方的服务义务，才能祛除一些承
包者心中的霸王习气，遏制欺客宰客现象
的发生。

8 月 28 日，教育部召开 2017 年教育金秋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
会。对于之前网传的鲁迅作品将在新教材中“大撤退”的说法，新
编语文教材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予以否认。他表示，
新教材中，鲁迅作品依然保留了一定比重，不存在“大撤退”的情
况。这次新教材，小学选入了两篇鲁迅的作品，初中选了七篇。(8
月 29 日《华西都市报》)

有关鲁迅作品“大撤退”的讨论，最近几年常常出现。经验告
诉我们，当一种声音出现频仍时，背后往往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真
正值得深思的是，大众缘何如此关心鲁迅作品的进退？

有人讲，鲁迅作品有些深邃，中小学生不太容易理解。有些教
育工作者，也从自身经历出发，谈到要想真正把鲁迅作品读进去，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需要足够的人生阅历。“少年不识鲁迅，读懂
已是中年”，只有对人生对社会有了自己的观察和理解之后，才能
够读懂鲁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学阶段，就不可以读鲁迅。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古人的
教育观念中，与培育人格有关的传道是第一位的，而知识则是第二
位的。对于现代教育来说，传道的重要性，也没有丝毫削弱。传道
无捷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经由阅读经典而来。鲁迅作品中最值
得称道的价值，可能不是文本价值，而是其思想光芒和人文素养。

在当现代作家中，要找几篇文本上的范文并不难，但想要找几篇既
有文本性又有思想性的作品，则恐怕不能不选鲁迅。

人文素养和完善的人格不是先天而来的，而是需要“从娃娃抓
起”培育。文见其人，文如其人，一个伟大的作家总是用自己的作
品为人生背书。鲁迅先生的思想光芒和人文素养，在其作品中有着
深刻体现。可以说，读鲁迅先生作品的过程，也是养育人格的过
程，对学生而言更是难得的历练。

这种人文素养十分重要，但在一些现代人身上，却成为稀缺
品。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语出惊人：“我
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
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这种“精致利己主义”，仅仅是个
别人的表现吗？越是看到“精致利己主义”式的拙劣表演，越是感
怀鲁迅先生的难能可贵。

对于大众来说，鲁迅先生的作品已经成了一种符号，鲁迅作品
在中小学教材中的地位，直接反映了现代教育的初心——— 到底想培
养什么样的人。如果注重学生人文素养和人格养育，那就应该有鲁
迅作品的一席之地；如果只是想让学生成为“有知识的人”，那么
有没有鲁迅作品、有多少鲁迅作品，其实并不重要。在文本上，还
有许多选择，但在思想光芒和人文素养上，鲁迅作品无可取代。

人们关心鲁迅作品实是关心人格养育，这才是“鲁迅作品大撤
退”的核心关切。鲁迅的深邃，甚至一些人认为的鲁迅作品的文本
拗口难读，都不是缺点。只要认真去读，也许现在不懂，终有一天
会懂，会感慨当初幸亏读了鲁迅。

关心鲁迅作品进退

实是关心人格养育
毛建国

配建保障房、公租房
在改善中低收入家庭居住
条件的同时，也是为了构
建真正和谐的人居环境。

而基于房产交易的不同属
性，人为将小区内部分隔
管理，使住在同一社区的
居民不能享受同等待遇，
既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社会
认知，也不利于营造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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