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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中益乡派出所所长朱海在接访群众时，
就地蹲下认真听取一位老太太表达诉
求的图片在网络流传。“蹲听”的姿势引
来了网络热议，有的网友点赞，也有的
网友怀疑是作秀。

照片中老太太个子不高，拄着手杖
倚在乒乓球台上跟人民警察反映问题。
考虑到人民警察一般身材魁梧，和老太
太存在身高差距，更何况老年人可能听
力不太好，蹲下来交流，不仅能更准确地
了解老人的诉求，也能更方便地进行交
流沟通。因此，笔者认为“蹲听”既是种

再正常不过的本能反应，也是尊重群众、
真诚交流的应有姿态。

为什么每次出现类似的新闻，网络
上就有质疑作秀之声，给党员干部的热
心行为“泼冷水”？这从某种层面也说
明，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还缺乏这种真
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姿态”。一方面，
官僚主义作风尚未彻底转变，一些党员
干部在和群众打交道时，服务意识不够
强，不愿意放低姿态和群众推心置腹地
交流；另一方面，很多党员干部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仍在，但浮躁的舆论场让他
们有“枪打出头鸟”的顾虑，怕自己的行

为被指责为作秀，在工作中显得畏畏缩
缩，瞻前顾后。

尊 老 爱 幼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美
德，公职人员选择通过“蹲听”的方式
听取老人的诉求，不仅是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的体现，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体现。慷慨陈词，不如俯身一
次。“蹲听”是真情服务群众的本能反
应。只要有利于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能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问题，不妨
让这种“姿态”多一些，这种行为多一
些。只有这样，党员干部才会真正赢
得百姓认同。

让“蹲听”成为最美丽的姿态
□朱顺明

近日，有网友上传了一组大学美术
课堂教学照片，图中有正在上课的学生，
也有教师画的人体图，配文称“川美院长
亲自写生示范确实厉害”。没想到，这样
再正常不过的授课行为，居然引发了争
议，还上了热搜。有网友感叹说，都2019
年了，美院人体写生也能喷？

只要有起码的常识，都知道人体写
生是全球美术院校普遍使用的教学方
式，在中国，使用人体模特也早就属于合
法行为。只要有起码的主流审美水平，
也不至于再以流氓、猥琐、邪恶的眼光
来看待这种艺术行为。在追求思想解
放和文化价值早就成为共识的时代，还
有人把人体写生简单地打上低俗、肮脏、
淫秽等标签符号，真是一种极大的无聊、
无知。

尽管很遗憾，但我们也不得不接受，
这个世界不仅存在着“美盲”，还存在着
太多制造话语暴力的网络“喷子”。不
过，对这种现象，也必须重申一个常识，
那就是绝不能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疯子存
在，我们就也成为疯子。还好，至少在人
体写生这件事上，主流媒体迅速形成共
识，厘清了相关专业、审美、法律的边界，
不仅没有被所谓的“舆情”牵着鼻子走，
反而迅速对这种丑陋的审美形成反制。
这样的结果，无疑令人欣慰。

通往文明的道路，经历过一代代人
填沙铺石，才将路面踩磨得无比坚实锃
亮。在面对各种风雨的时候，文明大道
上也会短暂出现泥泞污垢，但终究还是
会被和畅的风和明媚的阳光祛除得干干
净净。人体写生引起的争议，暴露出寒
碜的审美以及贫弱的心智，这才是一种
更值得围观的所在。从舆论议程设置的
发展来说，这一次我们没有被低俗无知
包围，反而形成了围观丑陋的舆论反转，
这既体现了开放舆论场本身具有自净功

能，也表明主流价值必须通过及时有效
的发声来传递正能量。

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人体写生，就
会被常识之镜照出“美盲”“价值盲”的真
实面貌。这让人们看到，要走向文明社
会，实现美学普及还任重道远，要形成对
文明价值的认同，仍需要各方努力。特
别需要警惕的是，绝不能因为“美盲”的
存在，就将审美降到寒碜的地步。雅俗
共赏固然不错，但审美更应该是有层次
的。如果只是简单地把那种人人一看就
懂、人人一看就笑的东西认定为好作品，
就容易掉入浅薄无知的陷阱。种种事实
也证明，正因为有一些曲高和寡的作品
在引领艺术前行，人类的审美品位才得
以不断提升。

鲁迅当年早就这样批评，“一见短
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
体……”当年先生说中国人的想象唯在
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现在都是2019年
了，还有人在揪着那几张人体写生的教
学照片来喷，想想真是丢人呐！

“人体写生”争议：
审美不能降到如此寒碜地步

□任平生

每年9月的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9
月17日，重庆市第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启
动仪式暨 2019 年重庆市经典诵读展示活动正式举
行。前不久，重庆市也印发了《全市大力推广使用普通
话工作实施方案》，大力推广普通话。

一方水土孕育一地方言，巴山巫水孕育了幽默风
趣的重庆话。重庆话作为一种地方特色语言，凸显着
当地的民俗风情。使用重庆话固然能够制造亲切感，
缩短人和人的情感距离，增进使用群体之间的感情。
但是，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外来常住人口的显著增
加，方言的使用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不分场合地使
用方言会挤压普通话的生存空间，不利于招商引资、吸
纳人才、交流合作等工作的展开。推广普通话也就成
为重庆市以更加开放姿态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必然
选择。

推广普通话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多方合作、多措并
举。首先，党政机关要做好示范，在某些正式场合必须
明令要求使用普通话。如机关事业单位在召开会议等
正式场合，为了保证严肃性和正规性，必须使用普通
话；服务性窗口在提供政务服务时，面向的人群不仅是
本地市民，更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也必须使用普通话。
其次，大众媒体也要做好宣传引导，让普通话声声入
耳。尤其是电视、广播等视听媒体面向的受众广泛，除
少数地方自办栏目外，广播电台、电视台要以普通话为
基本的播音用语，甚至要对播音、主持等实行严格的从
业人员普通话水平等级资格准入制度。再次，学校对
青少年成长影响重大，必须发挥好推广普通话、使用规
范文字重要阵地的作用。广大教师要带头使用、说好
普通话，同时要让“请讲普通话”这样的提示性标语在
校园里随处可见，让广大学生们形成说普通话的良好
习惯。

推广普通话任重道远，只有各方都尽可能地推广
使用普通话，最大限度地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隔阂，
让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重庆的外地人都感受到重庆包容
开放的态度，才能使其更好地融入重庆，为重庆的发展
贡献力量。

推广普通话
需多方通力合作

□朱光阳

齐腰襦裙、琵琶飞袖、点绛红唇……今年中
秋，在城市游园、热门景区以及大学校园，越来
越多年轻人身着汉服出行，把传统节日过得古
色古香。随着汉服热愈发升温，加之抖音等互
联网平台的助推，汉服这个小众爱好正衍生出
一个大产业。

“长风盈满袖，思怀常满襟。”服饰是一个国
家社会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中国历史的发
展和演变中，汉服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承载着
中华民族的记忆，是民族归属感和文明标志的
符号。在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下，在
文化自信已经成为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语境
下，汉服热逐步升温，并衍生为大的产业，不仅
是经济表征，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汉服究竟有多热？数据最直观。目前全国
汉服市场的消费者已超过200万人，产业总规
模约为10.9亿元。而在年轻人积聚的互联网社
交平台，汉服文化传播的边界也被不断拓宽，散
发出惊人的影响力。截至目前，抖音上汉服话
题视频数量达到67万个，累计播放量突破180
亿次。从小众爱好到大产业，像汉服一样的传
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找到了复兴的载体，这是
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不可否认，“汉服热”中还存在诸如商业化、
表层化甚至功利化的元素。在经济利益的驱使
下，有的商家刻意迎合市场，把服装做得过于花
哨，与传统意义上的汉服背道而驰。越是面对
这种现象，越需要我们用正确的、能被更多人接
受的方式来宣扬包括汉服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
文化，而非一嗅到商业气息就“口诛笔伐”。

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扬长避短”，从而避
免“汉服热”过度商业化和表层化？在目前汉服
的推广中，我们必须把握一些原则。比如，汉服
的创新，既要适应现代社会公众的审美需求，也要
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不能“离经叛
道”。只有这样，才能打造符合现代社会心理和时
代审美的汉服，增进社会大众对汉服的亲近感。

“汉服”是民族精神和文明的一种符号。如
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仅着迷于汉服的古典
之美，更热衷于其背后的深厚文化内涵。从这
个角度来说，汉服热是民众朴素心愿的反映，是
文化自信的回归。

“汉服成大产业”
诠释文化自信回归

□樊树林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于
敏等8人“共和国勋章”。这看似是对8位为社
会主义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的表彰，实质是
以先进典型为“镜”，树立榜样精神，鼓励大家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更多
更大的贡献。

屠呦呦是药学家，袁隆平是杂交水稻之父，
张富清是战斗英雄，孙家栋是航天专家，于敏是
核物理学家。这些获得共和国勋章的榜样，除
了有行业标兵、专业技术人才，也有不怕牺牲的
普通战士。他们不仅有自己的专业特长，还有
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精神。新中国的建立、发
展和强盛，少不了他们不辞辛劳、流汗流血，以
及锲而不舍的精神，获此殊荣堪称实至名归。

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如孙家栋一样60年
如一日地坚持航天研究，有多少人如张富清一样
以付出生命的决心冲锋陷阵、攻城拔寨，又有多
少人像袁隆平一样，把一生都用在对水稻的增产
研究上。现实中的人们，往往有目标、有理想，但
一旦面对重重困难，就缺少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的勇气和决心，在干事创业过程中左顾右盼，不
能坚守初心，践行奉献，做到始终如一。

新时代新时期，需要榜样的力量。在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之际，颁发共和国勋章，表彰有
特殊贡献的先进人物，鼓舞着我们向先进学习，
向先进看齐，有利于激发干部的干事创业精神
和讲奉献、讲担当的责任心。我们要充分发挥
榜样作用，不断弘扬正能量，带动广大党员干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明确目标、强化责任，在自
己的岗位上展现出新时代的改革创新精神。

学习榜样精神
践行初心使命

□吴晓平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
全党的一件大事、要事、长久之事。当前，第
一批主题教育活动已经结束，第二批主题教
育活动接棒登场，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提出明
确要求，“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
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
监督”。

为什么不能“关门”？道理很简单。群众
的眼睛是雪亮的。第二批主题教育就在人民
群众的家门口开展，群众看得最清楚、感受最
真切，期望自然也更大。基层要解决的问题
多、落实的任务多，处理起来盘根错节，解决
起来千头万绪，时刻考验着一线党员干部的

智慧。第二批主题教育，就是要层级下移、重
心下沉，敞开大门、从善如流，听到真意见，摸
到真情况，解决真问题，不断巩固和拓展主题
教育的成果。

越向下走，问题越直接；越往深走，矛
盾越突出。现实中，一些地方热衷搞“闭门
修炼、体内循环”，出现了党员热火朝天，群
众冷冷清清的“走过门”现象；还有个别领
导把调研当成“基层旅行”，面上大张旗鼓、
大造声势，底下却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有
了动静就“鸣金收兵”。试问，这样的自说
自话、自娱自乐，掩耳盗铃、无视问题，如何
能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惦念和揪心的地
方，如何能不断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

开门搞教育，就要奔着问题去。一些领
导干部抱怨，时间花了、工作干了，群众还是
不满意。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

脱离实际。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才能真
刀真枪解决问题。开展好第二批主题教育活
动，要把重点放在影响和制约发展的问题上、
群众最忧最急最怨的问题上，以及巡视巡察、
生态环保督查、扫黑除恶督导等反馈的问题
上，进一步聚焦目标，一件件梳理、一条条研
究、一项项落实，集中火力、立行立改，防止向
群众交假账、交空账，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
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开门搞教育，要用真心换民意。主题教
育开展如何、成效如何，群众说了才算数。敞
开门搞主题教育，重点之一就是要让每个环
节都有群众参与，用好群众这个“源动力”。
当前，各地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
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态度真诚、想方设法畅
通群众参与渠道，创设群众参与载体，鼓励党
员干部采取“面对面”“肩并肩”“上门问”等方
式听取群众意见，从而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

性；再比如，督促党员干部主动把自己置于社
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不回避、不掩饰问题，
认真查摆剖析，并通过新闻发布、通报、公示
等形式，及时公布整改落实和专项整治情况，
让群众看到问题改没改、怎么改、改到了什么
程度，形成良性互动；再比如，主动邀请群众
评判，对群众不满意的及时“返工”“补课”，决
不草草收场，让群众真正成为评判主题教育
成果的“阅卷人”。

群众参与，既是压力也是动力；群众评
判，既是尺子也是鞭策。开展好第二批主题
教育意义重大、任务繁重。能不能开门纳谏、
从善如流，决定着活动成效如何；是不是全心
为民、一心干事，决定着群众满意与否。把大
门打开，激发群众参与热情，保护好群众积极
性，群众才会真正“掏心窝”，我们才能听到真
心话、找到真问题，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赢得民心。

敞开门搞教育 用真心换民意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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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垂垂山果挂
青黄。金秋是收获的季节，你看那饱满的玉米，那弯
腰等待收割的稻谷，他们以自己“成熟”的方式在向
大家“敬礼”，以累累硕果勾勒出一幅迎丰收的动人
图画。

喜看稻菽千重浪。丰收节是农民的节日，先民曾
以秋收十月作为过年的吉日,甲骨文的“年”字,就被认
为是人举着成熟庄稼的季节。农民是丰收的主角，在
这个丰收的时候，田地里到处都是收获的声音，而“金
黄”也成为最亮丽的色彩。在欢声笑语之中把瓜果蔬
菜粮食晒出来，既是分享收获的喜悦，也是让农产品
卖得更好、更远的重要举措，能够让丰收的香气飘散
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丰收的话，丰收的歌，丰收的酒，丰收的晚会，以
传统的方式去庆祝丰收的喜悦，既是民俗的体现，也
是弘扬悠久厚重的农耕文化，大力宣传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农民是中国最大
的职业群体，是党的执政基础，广大农民在革命、建
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临近
国庆，农民对祖国最好的“献礼”，就是他们迎来的丰
收，他们晒出的丰收硕果，这是汗水的味道，也是幸福
的味道。

庆祝丰收是以农民喜欢的方式去提升他们的荣
誉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丰收笑脸背后是农耕的魅
力，折射的是奋斗的精神。当然，对丰收的表达不
能仅仅沦为一顿饭、一出戏，更需要用传统的方
式让丰收底蕴更深厚，用电商助推农产品丰产更
丰收，以更现代化的方式，让丰收成为幸福生活的

“代言”。

晒丰收是
国庆最好的献礼

□唐小兰

谁都无法决定自己所处的职业环境怎么样。
面对职场的短板和缺憾，有人选择闪辞，有人选择
抗争，现在又有人选择“副业刚需”，只要作出了决
定，就应该对此负起责任。相反，对于职场上的一
点不如意，动辄抱怨和意气用事，非但解决不了问
题，还会让自己陷入更多的困境和磨难。

————《中国青年报》谈副业刚需

当经济进入转型区间，人们对于美好生活
的需求也在不断多元化，这催生了一系列消费
新业态新模式，也创造着多元个性的消费需
求。而我们从近期火热的夜间经济到待发掘的
午休经济来看，从多元维度寻求经济增长的新
可能，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与框架，正是创新所
能够带来的巨大赋能。

————《新京报》谈午休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