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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晨阳

警惕“留痕”背后的形式主义

“去会场多了，到现场就少了；‘稿来稿去’式
的材料多了，深入群众调研就少了”；“上级布置
工作，我们不开会显得不重视，不发文，年底万一
来检查说我们没落实，那就要问责”；“单位只有 3
个领导，有时参加各类会议都忙不过来，工作只
能晚上和周末开展”；“工作要留痕，最近打印装
订文件，生生把自己整成了一个车间女工”……

近年来，随着反“四风”深入开展，“文山会
海”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在基层调研发现，个别地方通过“文山”中对工
作任务层层加码、“会海”里喊高调式“留痕”的
方式，来凸显对上级布置的工作重视，不仅让一
些基层干部疲于应对，也让“文山会海”死灰复
燃。

近日，记者电话采访中部地区某县一位副
镇长时，他正在开一个电视电话会。“一年开了
多少会没仔细数过，但去年 4 月至今，我只休息
了不到 10 天，早已没有了节假日的概念。”这位
副镇长说，“上级开会布置一件事，我们就得抓
紧开会、发文；上面要求做好 3 项工作，到我们
这里可能就得部署 8 项才说明重视，不开会不
发文，一旦出问题那就吃不了兜着走。”

听到记者问“现在要写的材料、要开的会还
多不多”，西部地区某贫困县一位局长情绪有些
激动。“全局有编制人员 10 名，要对口上级 7
个部门，上面千把锤，基层一根钉，不仅任务重
责任大，而且我们 3 个局领导参加各种上级会
议有时都周转不开。”这位局长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研发现，基层干
部对“文山会海”不满，并非是对写材料和开
会本身反感。“有些事情，开会传达有助于解
疑释惑，用材料通知简洁明了，可有些部门不
实事求是，折腾基层。”上述副镇长说：“前不
久，我开过一个会，会议内容其实用不到一千
字的材料就能表述清楚，发个文件我们就能
明白，却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

一些干部说，现在“文山会海”乱象有回
潮迹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讲究“留痕”。在
一些地方，开会、发文等工作“留痕”举措，甚
至已成为“安排落实”“传导压力”“主动积极”
的代名词。这样的形式主义，助长了一些地方
的“虚落实”“假落实”。

前不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东北某
贫困县调研时，就曾亲见一桩怪事：在县政府
旁一打印店内，某林场工作人员要求文印员
把电脑内存的某乡落实上级安全生产要求的
文件，更改单位名称、领导小组人员姓名后直
接打印。这位工作人员还带来一张已盖好公
章的空白 A4 纸，要求打印员将最后一页的
落款调整到公章处再打印。自始至终，这位林

场工作人员都没仔细看这份文件。
“文山会海”让乡镇干部身心俱疲，也让

机关里的年轻人“焦头烂额”。记者调研时发
现，一些地区县、市机关里年轻人的常用词是
“写材料、忙材料、搞材料”，甚至机关里夸年
轻人能干也是用“材料写得好”“笔杆子”等来
形容。可是，这样的“笔杆子”与深入群众调查
研究并不能直接画等号。

此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随西部地区
某贫困县一位“笔杆子”科员下乡采访时，曾
让“熟知情况”的他推荐一个某项工作做得不
错的村。结果，经过一番采访发现，村里提供
的材料与该村实际工作成效相比，有不少“水
分”。

“笔杆子”为何对基层的工作推进效果了
解得如此模糊？“现在材料太多，要的又都很
急，他们往往是打电话让乡镇来个材料，在材
料堆里搞材料。”聊起此事，该县一名科级干
部说：“‘笔杆子’们是县里不少文件的起草者，
靠文件来写文件，这种‘稿来稿去’搞出来的东
西，不一定与基层实情一致，是对上级和群众
的不负责。”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些受访干部
表示，个别地方以材料论政绩、以“笔杆子”验
能力，造就了一批“纸老虎干部”：他们经常加
班熬夜写材料，看似态度端正，干劲十足，似
乎对基层情况熟悉，对一些工作有发言权，但
是，由于缺乏扎实的调研做后盾，他们真到了
基层、到了群众面前，既立不住也撑不起。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工作干得好不
好，不能只靠开会、搞材料。”要做好工作，就
得撸起袖子，到基层去找“活鱼”；就得俯下身
子，变会场为现场；就得有所担当，变“稿来稿
去”揉材料为深入基层、扎实调研。习近平总
书记说的“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
情”，既是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让基层
干部练就无愧芳华真本事的重要路径，也是
用实际行动反“四风”的具体体现。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现阶段，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攻
坚期，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遏制“文山会
海”卷土重来，力戒不切实际的层层加码，不
仅能为基层干部减压、鼓劲，也能让基层干部
腾出更多精力到基层调研，让政策更好落地，

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同时，挤出文山会海中的“水分”，也有助
于使那些“把发文当落实”“将开会当重视”的
“假落实”“虚落实”行为被曝光。谁对中央决
策真重视、真落实，要用老百姓的获得感来检
验。

新华社记者齐中熙、赵文君

一年一度的春运大幕再度开启。40
天时间，全国将有近 30 亿人次出行。在
归家途中，我们除了关注高铁、飞机、大
巴这些春运交通的“主干”外，不能忽略
了离家“最后一公里”的春运“末梢”。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每百平方公里
的公路密度只有 9 . 1 公里。经过 40 年的
发展，这一数字扩大了 5 倍多，达到每百
平方公里 48 . 92 公里。现在，我国已经建
成了 13 . 6 万公里高速公路、2 . 5 万公里
高铁、上千条空中航线，让我们回家之路
越来越便捷。

然而，这些“主干”并不能完全代替
运输服务的“末梢”。近乡情更怯，近乡路
更难。下了飞机、高铁，我们或许要穿越
乡村土路，或许要摆渡过河，或许要走崎
岖山路……这最后的一段路途可能并不
少于乘坐飞机、高铁耗费的时间，安全
性、舒适性也不能相比。特别是今年春运
期间，一些地区可能会遇到低温雨雪甚
至暴雪天气，给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

春运向“末梢”发力，需要相关部门
做好主干交通网与乡村支线道路的接
驳，组织一定的人力和交通工具，做好衔
接工作，做到人员随到随走，不积压、不
滞留。

在春运“末梢”，可能会用到各种交通工具如面包车、摩
托车、拖拉机、小渡船……要千方百计保障乡亲们“最后一
公里”的交通安全，要做好司乘人员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严查超载运输和其他安全隐患，同时，还要尽可能设立一些
临时服务站点，方便候车和避风御寒。另一方面，要做好雨
雪等极端天气的预案，维护好行车秩序，确保远途旅行者安
全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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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习
近平总书记就领导干部履职尽责问题再次特
别强调：“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
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
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
责。”

“干事业好比钉钉子。钉钉子往往不是一
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才
能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
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干事业何尝不是如
此？一个单位、一个地区面貌的改变，并非一朝
一夕之功，而需要沿着正确的目标久久为功、
持之以恒。”

对于钉钉子精神，总书记已经是多次强
调。这既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传承下来的优良传
统，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各项改
革必须秉承的精神武器。

当然，发扬钉钉子精神，把钉子真正钉进
去，也需要讲究技术和方法，尤其是当钉的对
象发生了各种变化时，如果不多加研究，不采
取针对性的措施，钉子不但钉不进去，还可能

产生破坏作用。
过去我们的传统房屋以木结构为主，钉

钉子相对容易，锤子捶几下，就深深地钉下
去。当然，如果锤子角度不当、使力出现问
题，加上过去的钉子质量也不行，也容易出
现钉歪的情况，不过总体问题不大，只是难
看而已，再钉几颗钉子，牢固度也还可以。

这也像我们早期的改革，一些方法和措
施一经推出，短期内就能起作用，有时候方
式方法简单粗暴，效果似乎并不差。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材料从木板变成了
水泥硬砖，普通的钉子就钉不进去了，所以就
有了强度更高的水泥钉，敲下去一般不会弯。

但这种钉子也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硬
钉进去，容易导致钉子周围的墙面松动，用

力过猛，甚至大块的水泥也会剥落下来，虽
然钉子钉进去了，但对墙面的伤害比较大，
严重影响美观，与其钉了以后后悔，还不如
不钉。

这又像我们现在面临的改革难题，早期
容易改革的基本完成了，留下的都是难啃的
硬骨头。尽管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也有
了更强有力的决心，但落实下去，面临重重
困难、各种掣肘，如果方式方法不对头，还容
易产生副作用。

比如，这几年一些地方推行的整拆危旧
房，出发点是好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但由于措施过于刚硬，没有及时
跟进配套措施，结果导致有些危旧房里面的
租客短时间内安置困难；比如，一些地方推

行环保整改举措，出发点也是好的，但短时
间内强制关停，让个别企业工人一时之间生
计没了着落；再比如一些地方一股脑地把政
策资源给了极贫人员，反之，条件稍好的“临
界贫困”群众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带动和扶
持，导致个别群众心态失衡，给精准扶贫工
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谈及建筑的技巧，为了在硬墙上钉进钉
子又不会伤及墙面，早期有人就想出了办
法，在墙面上粘一块塑料胶带纸，钉的时
候，墙面就不会碎裂脱落。现在还有更好的
办法，先用电钻钻墙，塞上膨胀螺丝，又好
又快又坚固。

所以，想要钉好钉子，钉牢钉子，需要讲
究方式方法，推进改革也要讲究措施方法。

好改革需要好落实，“一分部署九分落
实”，这九分中既讲精神，也讲方法。一项重
大改革推行下去，要有担当，雷厉风行，要对
落实下去产生的副作用充分考虑，困难多想
一点，措施更完善一点，切记不能简单粗暴，
更不能蛮干，不能对改革的推行造成伤害。

如何用“钉钉子精神”推进改革
本报记者裘立华

想要钉好钉子，钉牢钉子，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推进改革也要讲究措
施方法。困难多想一点，措施更完善一点，切记不能简单粗暴，更不能蛮
干，不能对改革的推行造成伤害

代际和解

如何应对家庭中亲子关系的变化，是每个家庭都需要
面对的课题。近日，《北大留美学生“拉黑”父母 12 年》的文
章在社交媒体上刷屏，让亲子关系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几乎每个世代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以前，亲子关系由父
母主导，亲子所带来的困扰更多地由子女来承受，这种困扰
在一定程度上被“孝文化”压制了，很少有人视其为问题。在
个体化意识不断强化的今天，子女在代际关系中的主动权
逐渐得到加强，原本被压抑的亲子困扰也逐渐成为问题，被
社会所认识。

正如《北大留美学生“拉黑”父母 12 年》所描述的，小时
候在家庭中所遭遇的、由父母所带来的童年阴影，即使在成
年之后也是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当下的代际关系问题，已经超越个体和家庭，成为社会
问题，在豆瓣上甚至还出现了“父母皆祸害”小组。这背后的
原因，除了个体化意识的增强之外，还有家庭的教育文化和
社会快速变迁。在一些媒体报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把父母
的意志强加到子女身上或者捆绑式的极端孝道文化所引发
的悲剧。同时，在如今这个社会变迁日新月异，长辈需要反
过来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时代”，代沟也往往比以往更难以
逾越。

代际和解是亲子双方共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单方面
要求子女去原谅父母。对子女而言，重新回到以往的毫无原
则的孝不现实，一味拒绝沟通、“屏蔽”父母也不是办法；而
父母则需要反思过去，走出以往基于“极端孝道”的不平等
相处模式。

理想的亲子关系既不能是纠缠不休的“强关系”，也不
能是止步于选择性屏蔽父母的朋友圈式的“弱关系”。只有
这样，才能避免王朔在《致女儿书》所描述的，“亲人之间的
忏悔和赦免搞得像做贼，怕丢脸，结果老人鬼鬼祟祟或者假
装文静致远，中年发福的孩子都成了伪君子，一家子演戏勤
勤恳恳，说起来都默然嘿然家家一本糊涂账。”

獐子岛的扇贝又跑了

上市公司獐子岛 1 月 30 日晚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
进行底播虾夷扇贝的存量盘点。目前发现部分海域的底
播虾夷扇贝存货异常，可能导致公司 2017 年度全年亏损
5 . 3 亿～ 7 . 2 亿元，公司股票自 1 月 31 日(星期三)开市起
停牌。这不是獐子岛第一次出现“扇贝逃跑”的情况。2014
年 10 月 31 日，獐子岛称因受冷水团异动导致的自然灾害
影响，2012 年虾夷扇贝近乎绝收，巨亏 8 . 12 亿元。獐子岛
集团因此成为 2014 年股市最大一起“黑天鹅”事件。

“三等”干部

源于中国纪检监察报，用于形容遇事等开会 、等方
案、等答案的干部。文章称，有的人任务摆在面前，却知而
不行、坐等观望，等着上级开会部署；有的人收到上级文
件，还要求再出细化规定，不主动想办法，等着上级拿方
案；有的人受领了任务，还指望领导教办法，不自觉动脑
筋，等着领导给答案。“三等”干部看似工作求稳、按部就
班，实则是不作为、慢作为的官僚主义新表现，不可等闲
视之。

冰上丝绸之路

1 月 26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北极政策》
白皮书。这是我国对外发表的第一份北极政策文件。白皮书
指出，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国发起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合作倡议，与各方
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为促进北极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合作机遇。

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在 1 月 26 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如何使“冰上丝绸之路”的内涵更具体、更契合各
方发展实际以及今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还需要
中国、俄罗斯以及有关方面深入探讨。据了解，“冰上丝绸之
路”的建设将大大缩短目前以苏伊士运河为航路的亚欧间
的货运航线的时间、距离和成本。

本栏主持张典标

挤出文山会海中的“水分”，能让那些“把发文当落实”“将开会当重
视”的“假落实”“虚落实”行为被曝光。力戒不切实际的层层加码，为基层
干部减压、鼓劲，也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精力，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随着时钟的摆动和年关的临近，回家
过年的气氛开始浓重起来。自然 ，关于春
运和火车票的那些话题又热络起来。

几家欢喜几家愁。抢到车票和没有抢
到车票的，此时此刻大家的心绪好像都已
经开始悸动 ，有盘算时间打点行囊的 ，有
计算行程想出去游玩的，有张罗联系老同
学聚会的……

过年回家，不仅仅意味着与家人的团
圆 ，慰藉那份陈酿的乡愁 ，这也是我们每
一个人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开启新征程
的出发点。

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石济高铁、西
成高铁等一批新铁路线路开通投入运营。这
意味着今年春运，三千多公里新建高铁线路
让我们回家路上多了很多新选择。

风驰电掣的高铁，在减少了很多人舟
车劳顿之余 ，也产生了新的“烦恼”。比如
近日，有位家住西安的好友和家人就发生
了小矛盾：纠结于今年春节时是乘坐刚开
通的西成高铁到成都玩，还是像往年一样
抢购过年回家的火车票？

新的选择必然带来新的变化，新的变
化也必然催生新的期待，这是事物发展的
必然规律。就拿小小的火车票来说 ，过去
能买得上 、走得了，不管挤不挤 、谁还在乎
服务好不好 ；到现如今，不仅要走得好 、还
要体验佳 ，从选车号到选线路 、从网上购
到微信扫。可以说，每个人对于回家 、对于
车票 、对于旅途，都有自己的新要求 、新标
准和新期待。

每个人辛苦打拼一年，都准备带着幸
福回家过年。在临近年关的时刻 ，在我们
即将踏上回家列车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带
着自己满满的小幸福，更应该对那些在春
运期间仍然坚守岗位 、默默奉献的人们 ，
道一声辛苦，说一句祝福。

带上幸福回家过年

李溢春

本报记者闫平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
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
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这首脍炙人口的《黄
河大合唱》，每每唱起来都让人心潮澎湃。但在
最近，恶搞视频《黄河大合唱》在网上流传，引
发了争议。最新消息称，相关视频已下架。

《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
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
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并向全中国、全世界
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从而塑造了中
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

这部音乐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在很多学校，《黄河大合唱》是对青少年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作品。很多爱国主
义文艺演出之中，也常见《黄河大合唱》的身
影。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优
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
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它们，无异于割断了
精神命脉。从某种角度来说，对待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态度，反映的是民众的基本素
质。

但在近些年，《黄河大合唱》《国际歌》
《闪闪的红星》等作品屡遭恶搞，一批红色经
典被“泛娱乐化”，这种不良风气值得警惕。

这样的恶搞不仅亵渎了神圣的文化经典本
身，而且也亵渎了民族精神，伤害了公众的
民族自尊心，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典型的数
典忘祖会对年轻一代造成错误引导，对社会
风气产生恶劣影响。

网络平台并非法外之地，娱乐也必须有
底线。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 8 月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曾经下发通知，不得恶搞优秀
传统、亵渎文化经典、调侃崇高精神和追捧西
方生活方式。有关单位应该杜绝这样的演出再
度上演，严禁把恶搞作品上传到网络服务器，

政府有关部门要对这一现象加以监管和查处，

并限制相关视频的传播。同时，要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以保护文化经典不再遭到亵渎。

恶搞亵渎民族经典是数典忘祖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某学校
的五年级小学生在试卷上遇到了
这样一道题目：“一艘船上有 26

只绵羊和 10 只山羊，船上船长几
岁？”试题的照片和学生们勇敢
尝试的答案出现在媒体上，随后
迅速传播并引发争议。

一名学生回答说：“船长至少
18 岁，因为成年人才能开船。”另一
名学生猜测说：“船长 36 岁，因为
26 加 10 是 36 ，船长希望羊的总数
是他的年龄。”神考题似乎越来越
多，如果旨在拓宽学生思路倒也无
妨，可别搞成另类的应试教育，折腾
孩子。

“神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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