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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冬娥

作风连着民心，是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政务微信须规范运营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某地政务微信在面对群众
咨询时，竟回复“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在网
上引发讨论。有群众建议，一些地方要想在互联网的
考卷上答好题，规范政务微信运营是一个重要环节。

近年来，许多地方和部门都开通了政务微信，有
效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为做好网上群众工作打下了
基础。在群众眼里，政务微信的发声就是权威的发
布，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然而，现实中确有少
数政务微信动不动就对群众“闹情绪”“发脾气”，饱
受舆论诟病。要避免政务微信的行为失范，就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倾听、了解、回应群众的诉求，
鼓励、引导群众有序参与互动，让群众感受到充分的
尊重和关怀。要尊重互联网传播规律，建立信息发布
常态化制度，并对政务微信的运营人员进行专职培
训，提升其媒介素养和业务本领。同时，要健全监督
问责机制，对失职失责行为要严肃追究，这样才能更
有效地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

（朱慧卿 图 徐光辉 文）

以作风之变汇聚发展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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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化”思维不可取
范嘉欣

养成辩证的思维习惯，促成正向、理性的思考

价值观大家谈

作风过硬，才能铸就坚强“主心
骨”，产生强大“向心力”，画出最大

“同心圆”。近日召开的全省作风建设
工作会议动员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
起动手来一次作风问题“大起底”“大
扫除”，为从更高层次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重要要求提供
坚强有力的作风保障。

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大优
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区
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90 余年
来，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三
个时期，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
任务，根据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期
盼，不断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推动刀刃向
内、动真碰硬的自我革新，相继开展
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党的领导能力和
执政能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
们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
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能力，打好作风建设这场
硬仗，以作风之变汇聚“同心干”的
磅礴力量，为开创江西改革发展新局

面保驾护航。
新时代呼唤新作风。习近平总书

记对江西工作提出的“新的希望、三
个着力、四个坚持”重要要求，集中
体现了党中央寄予江西发展的殷切希
望，高度概括了时代赋予江西发展的
光荣使命。我们要以更加振奋的精
神、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
风，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决策部署在江
西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推动习
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重要要求落地
生根，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西擘画的
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新作风催生新作为。当前，江西
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大有可为的历
史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制约发展的
诸多瓶颈和障碍，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优生态、
防风险、强党建的任务繁重艰巨，急
需过硬作风作为支撑和保障。要坚持
发展为先，紧扣中心、协调推进，把
改作风、转作风与构建优质高效的营
商环境、打造生态宜居的城乡环境统
一起来，推动全省思想大解放，推动
重点工作落实，补齐制约发展的突出
短板，健全促进发展的长效机制，使
作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通过作风建设铸就“民心工程”。
作风连着民心，是党群干群关系、人
心向背的“晴雨表”。客观来看，“四
风”问题目前总体得到了有效遏制，
但作风不纯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

决。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突出
问题导向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一起
来，做到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
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只有党
员干部的作风正起来、实起来，人民
群众的心气才能顺起来、足起来，才
能与我们党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要注重防微杜渐。习近平总书记
曾借“堤溃蚁穴，气泄针芒”“巴豆虽
小坏肠胃，酒杯不深淹死人”等古语
指出，“这揭示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
哲理，也是一些腐败分子带给我们的
深刻教训”，并对党员干部提出了“防
微杜渐，两袖清风，筑牢思想道德和
党纪国法两道防线”的要求。现实
中，少数领导干部对小事小节不以为
然、不当回事。殊不知，作风上的

“小问题”往往是贪欲肆虐的前奏、腐
败滋生的温床，很可能会恶化成吞噬
党性的“恶性肿瘤”。对待作风问题，
应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抓好作风
建设，必须“小题大做”、防微杜渐。
只有从小事小节抓起，通过“小切
口”推动“大变化”，才能有效解决管
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
软的问题，防患于未然。

以上率下、从严从实。抓好作风
建设要把握领导带头这个关键，抓牢
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督促各级党
委 （党组） 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主
要负责同志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
任，做到整体推进与领导垂范相结

合。要“严”字当头，把每一名党员
干部放到党风党纪的“显微镜”下，
让“怕、慢、假、庸、散”等“坏细
胞”暴露无遗，做到全面“起底”无
余地、彻底“打扫”无死角。要动真
碰硬，聚力整治作风问题突出的领
域、部门，做到不以权势大而破规、
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
任，严厉杜绝在作风建设上搞花架
子、做表面文章以及在作风整顿中

“打折扣”“搞变通”，切实把坏风气破
除掉，把好作风立起来。

持之以恒，标本兼治求长效。作
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
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以“永远在路
上”的恒心和韧劲，将作风建设引向
深入。一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一
环紧着一环拧，一锤接着一锤敲，决
不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二要把
党性教育摆在基础位置。作风问题归
根到底是党性问题。要自觉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开展经常性的理想信念教育、党
风党纪教育和廉洁自律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自觉强化“四个意识”，筑牢抵
御歪风邪气的“防火墙”。三要把制度
建设贯穿始终。缺乏制度保障和制度
约束，作风建设只能倚重于自我约
束，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要把
制度执行放到与制度建设同等重要的
位置，真正做到内外兼修、标本兼
治，以高效的执行力推动作风建设不
断取得新成效。

日常生活中，有些职业被贴上了
特定标签，也就是用一些特定词汇概
括某一职业的特征，有的职业还会被
贴上负面标签。据 《中国青年报》 的
一项调查显示，有 86%的受访者认为
职业“标签化”现象普遍，59.1%的受
访者认为给某个职业贴负面标签会增
加外界对该职业的不信任感。对于如
何评判职业标签，很多人理性地认识
到，这样做容易产生信任危机，应减
少“标签化”现象。

社会学有一种观点，认为事物对
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往往在于事物
本身相对于个体的象征意义，而事物
的象征意义源于个体与他人的互动。
这就意味着，在缺乏亲身体验的情况

下，如果有人用抽象、概括性的语言
去描述某一类职业，相当于用一个符
号去代替它，难免会一叶障目、以偏
概全。职业“标签化”尤其是职业被
贴上负面标签，就有可能对从事这一
职业的人们造成污名化，将他们从

“完整的、正常的人”异化成“沾上污
点、被贬低的人”，这样做既不客观，
也不公平。比如，笔者的一个女同学
与一个拳击运动员相恋。起初，女同
学的家人都不看好这个小伙子，担心
其所从事的职业会让他有家庭暴力的
倾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发
现这个小伙子在生活中是一个善良、
和蔼的人，并非之前想象中那般“野
蛮”。可见，“标签化”思维的背后往
往是偏见带来的误解，让人们模糊了
对真相的认识。

之所以说“标签化”思维是一种
不理性的思维，是因为它盲从非黑即
白、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很容易导
致人们陷入偏见，甚至扭曲社会认
知，扩散负面情绪。现实中，人们经

常能发现这样的偏见：有的人看见患
者家属和医生争辩就立刻指责医生

“无良”，而不了解引发事件的原因；
有的人看见城管执法就说他们在“欺
凌弱小”，而对违反城市管理法规的危
害视若无睹……在“标签化”的暗示
和误导下，一些人下意识地把某个职
业人群和某些特征画上等号，在无形
中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影
响社会和谐。

人是属于社会的，个人的地位是
由群体所赋予的。社会对于某个群体
的价值认同，对于身处于这个群体的
个体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意味
着，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的价值判断
一定会影响到个体。人们只有达成客
观的认知，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
断，亦能有效避免“标签化”对某个
职业群体进行“道德绑架”。比如，人
们将教师比喻为蜡烛，赞颂的是教师
这个职业群体的无私奉献精神。然
而，社会上也有极少数人以此为借
口，忽略或漠视教师所应当享有的正

当权利，无视其正常生活需求，甚至
损害其正当利益，这既不合理，也有
损教师职业的尊严。事实上，无论人
们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需要配以相
应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使其有实
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和机会，并在履职
中实现更多的获得感，才能有效激励
这个职业群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给职业“贴标签”的做法相当于在公
众中传导偏见和歧视，只会给社会添
加不和谐因素，实在不可取。

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人们不但
要学会分辨真相和谣言，还要对盲从
心理保持足够的警惕。要使价值判断
趋向客观、接近真相，一个重要原则
就是养成辩证的思维习惯，促成正
向、理性的思考。当人们看到某种负
面的社会现象，不要下意识地进行价
值判断，更不要武断地“贴标签”、下
结论，而要通过各种途径去分辨信息
真伪，力图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样才
能培育正确的价值观，为社会多传导
一些正能量。

“按照典型带路、示范带动的思路，我们把一些基础
较好的乡村定为重点培育发展的‘点’，注重政策支持，投
入足额支农惠农资金，打造在全县可复制、可操作的样
板，力争实现示范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近
日，笔者随某部门下基层调研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当
地干部作了如上汇报。

然而，经过几天的实地走访，调查组发现，“点”上的
重点村确实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有所建树，
但“面”上的其他乡村仍无起色。当地群众抱怨说，“点”
上的村能得到各方面关照，而“面”上的村像是“被遗弃
的孩子”，鲜有人过问。这样做与其说是抓点带面，还不如
说是抓点“代”面，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没有什么学
习借鉴意义。

在工作中抓点带面，及时总结“点”上的成功经验，
具有普遍价值的就在“面”上推广，这种方法在实践中非
常有效。不过，现实中也有重“点”轻“面”、以点“代”
面的现象，忽视了整体工作的推进，结果是事倍功半。比
如，有的部门开展工作，先选择一个基础和条件都相对较
好的单位，研究一个试点方案，再集中力量进驻试点单位
进行现场指导。然后，组织人员撰写经验材料，开个现场
会，“对上汇报有说头、迎接检查有看头”，试点工作就算抓完了。至于

“点”上的经验其他单位能否学习借鉴，“面”上工作带动起来了没有，就不
再过问了。这种“点上丰收、面上欠产”的形式主义作风，往往导致“经验
在机关‘旅游’，问题在基层‘滚雪球’”，迟滞工作，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
力，亟待纠正。

抓点带面之所以会异化成抓点“代”面，根源在于工作作风。有的干部
认为，“面”上的工作不好做，需要下一番苦功夫，且见效周期长，不如具体
抓“点”见效快。一旦上级来检查，还能拿这个“点”当作“过硬的成绩”
来汇报，容易形成“政绩”。同时，有的地方或部门的督查考核方法有欠缺，
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走马观花，习惯以局部工作成效代替整体工作评
价，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基层抓点“代”面的形式主义作风。然而，“点”毕
竟不能代替“面”。如果一个地方不能统筹兼顾，甚至一味地将人力、物力、
财力向某个“点”倾斜，就可能会耽误“面”的发展，拖了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后腿，影响大多数群众的利益。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工作中注重点面结合，抓
“点”是手段，带“面”才是根本目的。我们提倡重视培育典型，是为了以局
部带动整体，放大基层创新的示范带动效应，以“一花开”催生“百花开”。
为此，一方面，各级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摈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和形式主
义，既抓好“点”上的创新工作，也联系实际做好推广应用、示范带动的工
作，努力形成积极的辐射效应。另一方面，培育典型须注重广泛性、代表性
和实效性，坚持问题导向，力争在创新经验、破解难题上作示范。各级领导
干部要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经常性地深入基层开展认真细致的调查研
究，坚持局部和整体相统一，切实用活、用好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努力在
科学发展上有所作为。

“网游”应探索分级实名制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是一个让公众忧虑的社会问题。一些网络游戏存

在暴力、色情等不健康内容，已给一些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危害。对
此，相关部门应当探索出台强制性分级标准、增强实名制认证手段，让未成
年人不再沉迷于“网游”。

推行网络游戏分级实名制，将不适宜未成年人的游戏挡在制度的栅栏
外，既可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可促进网络游戏产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国网络游戏产业迅猛发展，对经济利润的渴求让一些商家置社会
责任于不顾，推出了一些含有暴力、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游戏，且不
加区分地推送给未成年人，引发诸多负面影响。为避免低俗“网游”继续对
游戏玩家尤其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强制性
的分级实名制。对于违反者，要采取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证照、高额
罚款等处罚措施，倒逼其提升自律意识，严格履行法律义务，自觉担当起应
尽的社会责任。

（张智全——重庆万州）

让金融投资更趋理性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
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其中，“打破刚性兑付”的内容备受公众关注。

所谓“刚性兑付”，就是信托产品到期后，信托公司必须分配给投资者本
金以及收益，当信托计划出现不能如期兑付或兑付困难时，信托公司需要兜
底处理。我国并没有哪项法律条文规定信托公司要进行刚性兑付，这只是行
业内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而且，刚性兑付会导致一些投资者冒险投机、金融
机构不尽职尽责，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相关部门要求金融机构不得承诺保
本保收益，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市场投资行为，更好保障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攀升，其在满
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广大
中小投资者认识市场的“窗口”、参与市场的“通道”，各类金融服务机构理
应成为引领理性投资的责任主体，以更加规范的服务引导市场上的金融投资
行为更趋理性。

（唐卫毅——北京东城）

给景区限客立规矩
从本月开始，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景区游客高峰时段应对规范》正式实

施。根据景区内游客量达到或超过日最大承载量的百分比，该规范将游客高
峰时段应对等级分为三级。当景区游客量达到日最大承载量时，景区应立即
停止售票，并向游客发布告示，做好疏导。

最大承载量是指在一定时间条件下，在保障景区内每个景点旅游者人身
安全和旅游资源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景区能够容纳的最大旅游者数量。我国
旅游法明确规定，景区接待旅游者不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
量。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景区在旅游旺季“撑死不限客”，导致

“在景区看人山人海”“拍照都是集体照”等人满为患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
损害了旅游的体验感和景区的美誉度，还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亟待纠正。
对景区接待旅游者的数量进行控制，不仅有利于保护旅游资源，还能更好地
保护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进一步提高旅游质量，值得肯定。当然，要使景
区的日最大承载量成为安全监管、游客出行的重要参考指标，不能完全依靠
景区和企业自律，而需要相关部门严格监督、严格执法，让景区为广大游客
提供更加优质安全的服务。

（吴学安——江苏连云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