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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说理

热闻快评

□杨倩

据教育部官网消息，2019 年
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考生
人数达 590 万，创下历史新高。加
上上半年 290 万的考生人数，今年
全年考试人数近 900 万。近两年，
国家每年举行两次教师资格考
试 ，每 次 报 名 人 数 都 在 数 百 万
级。教师资格考试日渐火爆的背
后，是越来越多优秀的年轻人选
择教师行业。

一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一般
都有超过二十年的求学历程，经历
了中考、高考、研究生、甚至博士的

“层层打怪”，可以说是身经百战。
当这些人成为教师之后，他们可以
从自身的学习和成长经验来反观学
生，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碰到的“学
习方法改进”“学习态度转变”“学习
习惯培养”等问题“现身说法”。而
这种切身体会，往往比呆板的说教
更能打动人心。

前段时间，深圳中学公布拟聘
用教师名单，引发了热烈讨论，因
为这师资实在是太“硬”了！硕士
起步，清华北大占一半，其他人也
都是来自国内知名高校。面对如

此强大的阵容，网友们甚至质疑，
“读这么多书，还去当中小学老师，
太浪费了”。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名
校毕业生当中学教师，恰恰体现了
基础教育的进步。当代社会，高质
量的发展把对人才的要求推向新
高度，而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现在的考试对学生的知识水
平和见识要求越来越高，很多高学
历的家长都表示难以辅导小学生
的功课。如果没有高水平的老师，
怎么能教出更优秀的学生？一个
积极开放的教育环境和一群学识
渊博、思想宽宏的老师，才能培养
出更多优秀的学生，而这种效应是
指数级的。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对于
学校而言，能否培养出高质量人
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
水平；对于社会而言，发展的不竭
之源就在于人才的不断补给。抓
好师范教育这个“牛鼻子”，是保证
高素质教师队伍的重要抓手；对于
学生而言，把言传身教的老师作为
人生榜样，成长路上就有了最光明
的指路灯。

让优秀的人才愿意当老师，就
可以用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越来越多有能力、有情怀、有素养的
人才踏上三尺讲台，社会的发展才
会越来越有希望。

让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饶思锐

今年2月甘肃省出台新的人才引
进政策，将引进高层次人才由过去的
事前审批改为事后备案。面对权力削
减，甘肃省人社厅却任性用权、处处设
限，把“放管服”变“管卡压”，让人才引
进堵在“最后一公里”。日前，甘肃省
人社厅被甘肃省委严肃问责，并在全
省通报批评，5 名干部受到纪律处分
和组织处理。

人才流失多、引进难，一直是困扰
甘肃发展的难题。这其中固然有区域
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客观原因，但与引才
政策乏力、人才服务不到位等也不无关
系。在知乎热榜上，“甘肃省为什么发
展不起来”的提问下，大多数的回答都
聚焦在招商、引才服务工作较差上。甚
至有当地网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撰文称“几十个城市的抢才大战如火
如荼，甘肃却保持着沉着冷静”。

窥其一斑，可知全豹。引才政策
变人才枷锁，究其根本，就在于一些领
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政治站位不高，大
局意识不强，权力观错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等问题严重，服务意识缺
失。一些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
习惯了高高在上、吃拿卡要，迷恋、享
受审批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不甘心
放权、不情愿服务，从而对新政策变着
法“顶牛”对着干；一些基层工作人员
认为引不引进人才跟他无关，因而不
能转变思路变管理为服务，而是习惯
性地管卡压、推托绕。人才难得而易
失，这种开倒车、使绊子的行为，造成
的直接后果就是将人才拒之门外。

为政之要，贵在得人。人才观镜
像般地反映出政府的发展观。能否补
齐服务短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
否用好人才资源。甘肃省委对相关单
位党组和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处
理，不换作风就换人，可谓“刮骨疗伤”

“断腕明志”，充分突显了甘肃省对人
才的重视程度和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事情虽然发生在甘肃，却值得各
地引以为鉴。其他地方有没有类似政
策走形变样、“肠梗阻”的情况？在引
才方面有没有“拦路虎”存在？有没有
人为设卡、“小鬼难缠”？答案是肯定
的。如引进人才落户在基层依然存在
手续繁琐、相互推诿、层层加码等情
况，“玻璃门”“旋转门”一定程度仍然
存在，这值得深刻反思。

人才者，求之者愈出，置之则愈
匮。在古代，贤明君王无不求贤若渴、
爱才如命，如周公吐哺、秦孝公求贤、
燕昭王筑黄金台求士、刘备三顾茅
庐……今天人才市场更加多元开放，
人才流动更加自由频繁，面对“用脚投
票”的人才，各地唯有增强拼抢意识，
才能让八方英才尽入彀中。

“拼”既是拼环境、拼待遇、拼平
台，更是拼政策、拼服务。各地只有下
功夫解决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推赤心于天下”，以更解放的
思想、更开阔的胸襟、更超常的力度，
实行更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用心用
情做好全方位的人才服务工作，才能

“浚其泉源”，扫清引才路上的“拦路
虎”，聚八方英才而用之。

扫清引才路上的
“拦路虎”

□段官敬

当前，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正在深入推进。一个重
要的着力点，是要突出问题导向和实
践导向，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
内的勇气抓好整改落实。抓整改落
实，就要涵养“小题大做”意识。

1947年6月，年近五十的彭德怀带
领部队在沙漠里行军，把分给自己的
那壶水，拿去救助晕倒的士兵，以致嘴
唇裂开血口。待走出沙漠后，晚饭时
警卫员摆上了几根黄瓜，彭德怀刚拿
起一根吃了一口，便问“战士们都有
吗”。在得知仅仅自己有黄瓜吃后，主
动要求召开干部会作检讨，批评自己
犯下了官僚主义。

在常人眼里，一根黄瓜吃就吃了，

没必要小题大做。但从作风建设角度
看，纯洁性、纯粹性是党员干部本色作
风。严格自我要求、自我戒律，盯紧小
细节、小事情、小毛病不放，才能防止

“上行下效”，引发不良示范。相反，缺
乏“小题大做”的动真较硬，小问题就
容易滋生成大病变，小塌方也会衍变
为大管涌。

主题教育开展成效如何，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整改落实质量。整改落实
既有久久为功的“硬骨头”问题，也有
立行立改的“眼门前”问题，还有群众
急盼的“一枝一叶”问题，等等。不管
哪一种问题，都得对照清单台账挨个
销账，确保百分之百到位、妥善彻底解
决，这往往也需要“小题大做”的精神，

“眼里容不得沙子”，不留余地、干干净
净斩断问题根源。

工作中，不排除个别党员干部在
整改落实过程中，存在小瞧问题的心
理意识。如，群众期盼的急事难事，

“三下五除二”搞定之后，也不问群众

是否满意，还是否有其他要求；个人作
风思想上出了点瑕疵，自认为“瑕不掩
瑜”“没啥了不得”，轻易放过自己；工
程前线、实干现场某个细节性、环节性
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管方
向、抓整体”自我安慰、弃之不顾。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整改落
实是自我革命的强大武器，是知耻后
勇的奋力再出发。一旦整改落实有
一丁点纰漏与差池，“针尖大的窟窿
透出斗大的风”，谁敢保证不会激起

“蚁穴溃堤”效应。群众获得感会因
小关卡而梗阻，办事体验不顺畅，整
改不到位、落实不落地，就谈不上满
意与高兴。

“小题大做”题虽小、作用却大，整
改落实涵养“小题大做”意识，折射的
是党性品质与政治本色。党员干部善
于挑自己身上的刺，与自个过不去“找
找茬”，把小事当大事看待，认真加以
整改，才能在日拱一卒中实现净化完
善、革新提升。

整改落实要涵养“小题大做”意识

□张国栋

“如今数字经济时代的大幕已被
拉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底层技术的
区块链，瑞幸绝不会错过。”乍一看，这
一段放在瑞幸链官网首页的文字充满
情怀，让人禁不住想给瑞幸咖啡点个
赞。但有意思的是，瑞幸咖啡近日对
外宣称，该“瑞幸链”与瑞幸咖啡没有
任何关系，并将寻求有关部门介入，依
法查清事实以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可谓始料不及。看似充满情怀的文
字，却原来是个蹭了热点、引人入局的谜
题。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谜题不止一两
个。诸如“阿里巴巴币”是阿里巴巴发行
的吗？等等。这说明，当区块链上升为国
家战略，当区块链技术掀起一股股科技热
潮，有些打着“区块链”旗号的项目，看上

去挺美，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成了“区块
乱”。面对此情此景，原本就被各种“链”
搞得头昏脑涨的“吃瓜群众”，更是搞不清
楚谁真谁假、孰是孰非。

区块链如果成了“区块乱”，让人
浮想联翩的“链”和“币”势必泛滥，不
仅可能侵害相关企业的商标权、商号
权，而且这些“链”和“币”因其与区块
链有着天然的联系，更具迷惑性，既误
导了受众，也会破坏业界生态，滋生新
的市场风险和隐患。

有人认为，区块链和虚拟加密货
币难免相伴相生。这虽有道理，但两
者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一方面，区
块链是一种底层技术，依托于这种技
术诞生了比特币等一众数字货币，不
能因此就混淆在一起。另一方面，区
块链是未来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没
有实际价值的虚拟加密货币，不应是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方向。

换言之，区块链技术只有被应用
到具体场景中，才可能涉及公共利

益。只有准确理解、合理利用区块链
技术，才是正道。在各种各样的区块
链应用场景中，要区分开哪些是真的
利用了区块链技术，哪些又是挂羊头
卖狗肉，而不能让区块链成为“区块
乱”，进而让本该产生更大价值的底层
技术成为骗子的幌子。

防止区块链成为“区块乱”，既要
与时俱进，对症下药，逐步将数字经济
纳入法治轨道，同时建立统一、规范的
技术标准，为监管提供依据；也要借助
科技手段，实现“以链治链”，去伪存
真，进一步强化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安
全性、有效性；更要加强应用方面的引
导，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相关应用的
落地，进而利用溢出效应，淘汰掉含有
水分的项目，让“区块乱”不能成行，让
骗子没有立足之地。

让区块链在既宽容自由又符合科
技伦理、服务民生、强化社会信任机制
的道路上稳步推进，这是各方的期待，
也是发展的需要。

别让区块链成了“区块乱”

□阳明

近日，半月谈记者在多个省份的
基层调研采访中，发现不少基层干部
面对提问时，常常出现欲言又止、闪
烁其词、转弯抹角的情况，不愿谈、不
愿多谈、不愿真谈等“难讲真话”怪
象，在一些地方一定程度存在。

言为心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交流本应坦诚相见。然而在现实
中，一些党员干部不敢讲真话，不愿
讲真话。有的报喜不报忧，谈成绩
长篇大论、夸夸其谈，说到问题就蜻
蜓点水、一笔带过，甚至“涂脂抹粉”
搞美颜；有的喜欢揣摩上级意图，察
言观色，见风使舵，专拣领导想听
的、爱听的、愿听的话说；有的“老好
人”思想严重，秉持“批评领导，官位
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
级，投票减少”的思想，只“抬轿”、不

“拆台”，违心地说正确的废话、漂亮
的空话、严谨的套话。

说废话空话套话，基本是出于
趋利避害的现实考量，即讲真话的
代价远远高于缄口不言或者讲场面
话的成本。一是明哲保身不愿说。

“枪打出头鸟”等都是中国人明哲保
身的做人信条，在不涉及自己的时
候，大多数人遵循“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原则，少说为佳。二是有后顾
之忧不敢说。一些领导干部喜欢鲜

花和掌声，听不进一丝辛辣语言、容
不得半点尖锐意见，把意见当成了

“异见”，倘若直言不讳、实话实说
后，会被“穿小鞋”，甚至遭受打击报
复。三是言而无用不想说。一些部
门假意互动，并非真求意见，征求意
见对象多次提出的意见、建议后没
有回音，久而久之也就丧失了说真
话的兴趣。

在这种语境下，一些党员干部
在发言时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有的
曲意迎合，用甜言蜜语吹捧、贿赂；
有的用豪言壮语表白“包装”，抬高
身价，沽名钓誉；有的明哲保身，对
不良现象忍着、让着、掩着、护着。
因此，出现访不到、坐不言、聊不得、
言不尽、落不实、泼不进、痕不留的
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光明磊落讲真话，坦诚无私道
实情，是党员干部立身处事的准则，
也是坚持原则、勇于负责的体现。
打开说真话的话匣子，要营造说真
话、实话、心里话的制度环境。一是
拒绝“语言贿赂”，对“语言贿赂”者
应保持戒心，让溜须拍马者无生存
土壤。二是做到从谏如流。领导干
部要保持“言能听，道乃进”的雅量、
见贤思齐的精神、择善而从的品格，
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让基层干部不
担心因为讲真话被“秋后算账”。三
是容许说错免责。建立说错话免责
制度，营造宽松、民主的说话氛围，
让讲真话没有成本与代价，从而消
除顾虑，避免该讲话、发言时“免开
金口”。

少说套话 多谈干货

不吐不快

议论风生

八方声音

□文/俞平 画/王铎

一张广东增城被拐9
名儿童案件嫌疑人“梅姨”
的图片，近日在网上热
传。公安机关辟谣称，网
传“梅姨”第二张画像非官
方发布。梅姨是否存在，

“暂无其他证据印证”。（据
《人民日报》）

点评：“梅姨”画像刷
屏，反映了公众对儿童拐
卖的高度关注。正因如
此，类似的信息发布更应
慎之又慎。公众只有自觉
抵制造谣、传谣，才能避免
扰乱社会秩序。

“梅姨”
刷屏

□张军

日前，“青年汽车破产”的消息登上
热搜，“汽车加水就能跑”话题再度引起
热议。

据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因杭州青
年汽车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
结，依照《破产法》相关规定，杭州市萧山
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1日裁定终
结杭州青年汽车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这条破产新闻迅速将今年 5 月那
则“河南南阳氢能源汽车项目取得最新
成果，‘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新闻
拖回到公众视线，也让舆论再次对准青
年汽车集团法定代表人庞青年。

面对汹汹舆情，青年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内部人士迅速回应，“网上所说的

‘青年汽车破产’，只是集团（青年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一个子公司，并非
集团要破产。”也就是说，这次破产，并
不意味着集团破产。因“水氢发动机”
而出名的青年汽车，仍未开到道路的
尽头。青年汽车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庞
青年，也还在继续着他那野蛮造车的
人生路。

“青年汽车破产”让人们又想起“汽
车加水就能跑”的新闻，进而对庞青年
起底，盘点出更多的问题。过去十余年
间，庞青年和青年汽车曾与济南、连云
港、六盘水、鄂尔多斯等多地政府合作，
投资额动辄数亿元，但结果大多是中
断、烂尾，留下纠纷不断。官方公开的
数据证明，庞青年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
业有49家，担任股东的4家，担任高管
的 64 家。截至目前，庞青年已经有数
百次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在最高法
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名单中，“青年汽车”
列入被执行人多达23条。而企查查数

据显示，该公司涉及法律诉讼多达340
起，裁判文书多达 197 个，大部分为借
贷纠纷，仅自身风险就有 224 个，关联
风险多达835个。

做着“造车梦”的庞青年竟然是这
样的“老赖”，青年汽车的“商誉”竟然差
到这种地步。这一切，都让人们有足够
理由怀疑，青年汽车是否在上演各种骗
局。如果是骗子，出来混，一定是要还
的。从这个意义讲，“车加水就能跑”闹
剧也不应只是热闹一番。对青年汽车
背后的种种问题，有必要进行持续追踪
关注，通过有效的议程设置，来挖掘真
相，以回应公众关切，弄清这背后是否
存在欺诈问题。

当前，要特别警惕各种“伪科技”欺
诈行为，要警惕各种“借伪科学骗财政
补贴”行为。庞青年在河南南阳的“水
氢发动机”项目，被专家普遍质疑是打
着科技创新的旗号哗众取宠，被认为是
目前科技根本没有攻克的难题。事实

上，从项目目前的进展来看，情况也很
不乐观。像这种项目，没有系统的技术
支撑，没有成熟的产品样品，却能在很
多地方成功要土地、要政策、要贷款、要
被贴的项目，目前依然没能引起个别地
方足够警惕。这背后值得深思的东西
有太多。比如，地方在招商引资中到底
有没有非理性冲动？其中是否存在并
不满足“亲”“清”要求的政商关系？

不论庞青年还能在野蛮造车路上
行走多远，面对一个失信被执行人，面
对一家存在种种问题风险的公司，与之
发生关联的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都应
该在法治语境下进行理性分析判断，确
保在诸如融资贷款、政府采购、政策扶
持等环节上能够合理处理，做到及时止
损。同时，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要及时
清查，及时进行追责问责。也只有这
样，才能避免掉进更大的“公地悲剧”陷
阱。这就是“青年汽车破产”留下的重
要警示。

“青年汽车破产”留下怎样的警示

捐书到底是强制还是倡议，必
须说清楚，不能给学生带来无谓的
压力。而即便是倡议，也未必就一
定理直气壮。

一者，倡议的背后是否存在问
题，同样值得深究；二来，倡议容易被
扭曲为强制，也未必不对应着管理理
念上的偏差。总之，看似正常的高校
捐书倡议时常惹来争议，背后可能蕴
藏着一些高校管理中的诸多隐蔽乱
象。涉事高校要明白“错在哪里”，才
能真正避免类似现象一再发生。

——《光明日报》谈强制捐书

多年来，獐子岛扇贝“想死就
死、想跑就跑”，似乎谁都拿獐子岛
没办法。因此，当地有关部门组织
的专家是否能真正覆盖相关专业领
域；专家的专业程度是否能胜任，这
些问题都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解开獐子岛扇贝疑云，当然需
要监管部门强势介入，严肃彻查并
雷霆问责。但在此过程中，当地有
关部门不妨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
最大程度上进行信息公开，如此才
能真正取信于民。

——《新京报》谈獐子岛调查

高仿 App 不应该成了难以割
除的“毒瘤”，只要各方能够各尽
其责，将其打回原形并不是什么
难事。

公安、网信等相关部门应当加
强联合执法，严肃查处高仿App，尤
其是对于给使用者造成经济损失、
个人信息泄露等情况的运营者，更
应从重处理。对于应用平台来说，
也要守土有责，对入驻应用软件严
格把关。

——《工人日报》谈高仿App

不必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年轻人
报考公务员，也不能把此前媒体报
道的个别年轻人誓言“就算是死，我
也要死在编制里！”的个人观点当作
年轻人的普遍心声。

但是，告别对公务员岗位的集
体“偏爱”，无论是在行动层面，还是
在社会心理层面，都还有较长的路
要走。让公务员岗位的人才需求与
考生报考意愿对接更为合理，不仅
有利于公务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
的发展，也有助于激发更大的社会
活力。

——《中国青年报》谈国考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