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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希华

青春不是用来苦熬的，而是用来磨砺意志、增长才干的

依法规范自媒体运行

在自媒体时代，人们面对的不只是鱼龙混杂
的信息、观点和分析，还有谣言、攻击、谩骂。
一些自媒体从业者为了吸引流量，用上了各种手
段：有的编造内容，有的使用惊悚标题，有的抄
袭别人的原创文章，有的甚至发布低俗、色情的
内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客观来看，自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
业，但从业规则却不成熟，有些从业者缺乏自
律，有些平台缺乏社会责任，有些监管措施尚未
到位。虽然自媒体的发展让信息发布的门槛降低
了，却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不讲规则。互联
网不是法外之地，不是任何人想编就编、想抄就
抄、想骂就骂，而要尊重事实，坚持理性传播，
严格遵守法律与道德的底线。相关部门应加强协
调配合，创新管理思路，尝试对自媒体实行分级
分类管理、全流程管理，有效解决新问题。同
时，依法依规从严惩处违法违规账号，坚决维护
互联网正常的传播秩序，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
络空间。

（朱慧卿 图／文）

宁要苦干 莫要苦熬

让想“闯关”的人过不了关，让踏实肯干的人有出路

保护好消费者的“差评权”
史洪举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凡是消费者基于自身感受和体验所作出的评价，都应予以尊重

克服“闯关”思想
赵 霞

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曾感慨：“我们做干部，要‘三不倒’。
再大的困难难不倒，再多的表扬夸不倒，再强的威吓吓不倒。要能上
能下，能官能民。从全票当选到缺票落选，我都经历过，但都没有挫
伤我的积极性。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相对于“难不倒、吓不倒”，做到“夸不倒”更为难能可
贵。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广大党员干部理应涵养“夸不倒”的定力，
既不能因为问题而否认成绩、失去自信，也不能因为成绩而忽视问
题、盲目自大。

世事纷繁复杂，风险、诱惑、干扰等数不胜数，党员干部若无法
正确地看待自己，往往是危险的前兆。唯有养成自省自律的好习惯，
才能不为风险所惧、诱惑所迷、干扰所动。画家丰子恺曾说过这样一
番话：“凡作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
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
十分像‘人’。”细究一些干部从洁身自好到违纪违法的轨迹，他们大
多在困境、逆境中还能保持头脑清醒，但身处顺境时，却沉湎于阿谀
奉承的掌声和虚荣，飘飘然、昏昏然，继而掉进预设的“圈套”，被
献媚者引入歧途。

鲁迅先生曾说：“毁或无妨，誉倒可怕。”经得住批评是个考验，
经得起表扬是更大的考验。正如一些人所总结的那样，“最容易接受
的‘贿赂’——您讲得真好”。人非圣贤，奉承话很多人都爱听。现
实中，一些党员干部犯错，也无非因为好财、好色和好谀。清廉者可
以拒绝珍宝的腐蚀、远离美色的诱惑，却不一定抵挡得住阿谀奉承的进攻。因此，越是
工作取得成绩、仕途顺风顺水的时候，党员干部越要如履薄冰，保持谦虚谨慎，清醒地
认识自己、正确地评价自己。对此，罗荣桓同志曾告诫：“不要以为你很高，这种高是因
为你骑的马高。下了马，该多高还多高。”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百句虚伪的
吹捧，也不如一句真诚的批评。如果党员干部都能保持这样的清醒，少听溢美之词，善
听谔谔直言，严守纪律的底线，自然能抵御住各种糖衣炮弹的攻击。

诚然，外界的赞美能激发斗志、鼓舞士气，不可或缺，但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不能照单全收，否则就会骄傲自满，危险也会慢慢靠近。对此，晚清名臣曾国藩就保持
着清醒的认识，在湘军攻下南京后，他收得颂辞贺章无数，全是“天机神功”的吹捧。
曾国藩将这些编为一册，自题签曰“米汤大全”，并雅谑之：热乎之汤烫嘴，当不得饭饱
肚。唐代诗人杜荀鹤有诗云:“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
时闻说有沉沦。”面对阿谀奉承，党员干部犹如乘舟行驶在“平流无石”处，看似风平浪
静、一片大好，其实暗流涌动、危险密布，如果不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警惕，就会“阴沟
里翻船”。面对各式各样的表扬和利益的诱惑，党员干部要练好自省自律的内功，把名利
看淡点，把责任看重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涵养“夸不倒”的定力，才能明是
非、辨真伪，进而守住廉洁、站稳脚跟。

“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历史上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把纳谏言、止谄谀
视为安邦治国的重要策略。今天的共产党人面对那些阿谀奉承之言，更应当保持足够的
警惕，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无论是谁，先奉还他无端送给我的‘尊敬’”。“不要人夸
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只要各级党员干部涵养闻过则喜的雅量、见贤思齐的自觉、
择善而从的品格，始终保持初心，严守纪律的底线，在各种“盛赞和美誉”面前就必定
能站得稳、夸不倒。

诚然，外界的赞美能激发斗志、鼓舞士
气，不可或缺，但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
能照单全收，否则就会骄傲自满，危险也会慢
慢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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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乡镇采访时，笔者问一名基层领
导干部日常忙些什么，他答道：“主要是忙
开会，县里几乎天天都有会，而且大都要
求书记、镇长参加，否则就说你不重视。”
时下，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文山会海”又
有卷土重来的苗头，基层干部被名目繁多
的会议“绑架”，双休日也不消停，弄得身
心疲惫，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搞
调研、抓落实。

召开会议是部署推动工作的必要方
式，但是开会过多过滥，将导致行政效率
下降、形式主义抬头、工作作风漂浮。现
实中，一些地方对待工作不分轻重缓急，
动不动就开会，似乎不开会就推动不了工
作、解决不了问题。更有甚者，有的地方
每次开会都要求下级部门或单位的“一把
手”参加，不来就说你不重视，导致一些
基层领导干部抱怨“开会就是工作，工作

就是开会”，至于会议布置的相关工作，则
没有时间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明确要求精简会议活
动，切实改进会风。然而，为什么“文山
会海”现象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屡禁不绝？
究其原因，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
祟，即所谓“开会才算重视，发文就是落
实”的老毛病未能根治。会风连着党风政
风。要精简会议，一是要加强作风建设，
强化监督和制度约束。上级党委和政府要
带头，给下级的会议数量定下个硬杠杠，
督促其少开会、开短会。同时，健全和完
善管理体系，不以召开会议、下发文件的
数量作为落实工作部署的重要依据或指
标，而要建立以办了多少实事、获得了多
少实效为主的考核评价制度，这样才能让
干部从“会海”里跳出来，有更多时间深
入基层、体察民情、多办实事。

笔者在某部门参加会议时，听一位领
导干部这样说：“面对巡视整改，党员干部
要自觉摈弃‘闯关’的思想，切莫绕着问
题走、变着法子拖，更不要在整改上投机
取巧、搞花架子。整改实不实，改没改到
位，不仅上级领导在盯着看，人民群众也
在观察。”

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不同程度地存
在“闯关”思想，具体表现为：日常工作
不扎实，一遇到检查、考核就临阵磨枪，
一旦“闯关”结束后，就“松气歇脚”，不
少工作流于形式，问题和毛病也得不到有
效解决。

克服“闯关”思想，不仅要牢固树立
宗旨意识，还要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邓
小平同志在总结全党工作经验时多次强
调，“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

在他看来，“经常工作是基础”，要干好我
们的事业，靠临时突击不行，靠一般的号
召也不行，“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
来”。因此，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抓在日
常、严在经常，坚持做到检查不检查一个
样、考核不考核一个样，才能保证工作扎
实有效。同时，要健全制度、抓好落实。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
性，若没有制度保证，改作风的成效就难
以巩固。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项
制度要管用，还必须成为“带电的高压
线”。为此，我们要不断完善考核体系，使
考核重心向日常工作倾斜，严肃责任追
究，让想“闯关”的人过不了关，让踏实
肯干的人有出路。如此，求真务实的作风
就会深入人心，“耍花枪”、走过场的现象
自然会消失。

从“会海”里跳出来
许贵元

建立以办了多少实事、获得了多少实效为主的考核评价制度

小马是一名 90 后干部，在距
离县城 60 多公里的某乡农机站工
作了 3 年。因平时虚心好学、苦干
实干，小马的工作成绩比较突出，
前不久被破格调入上级单位工作。
此事在小马的同事中间引发了议
论：有的认为，小马有能力、肯吃
苦，上级调整他的工作岗位是理所
当然的事情；有的无端猜测小马有

“后台”，抱怨自己没有“贵人”提
携，只能听天由命，在偏僻的地方
一直苦熬。

苦干与苦熬，看似一字之差，
体现的工作状态却大不相同。对广
大干部来说，苦干意味着越是环境
艰苦、条件简陋，越要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地履职尽责，反映出拼搏
奋斗的精神状态、担当实干的优良
作风。与之相反，苦熬的意思是忍
受着痛苦度日，具体表现为混日
子、守摊子、熬资历，对待工作不
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反映出消
极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不作为、慢作
为的不良作风。现实中，若有人做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仅会“熬”
白了少年头，更会消磨意志、贻误
工作，应坚决纠正。

世上没有白吃的苦、白干的
活。今天的苦干，正是为了将来的
成功。有这样一则故事：蒙古草原
上，某个王公找了两个穷人家的孩
子做牧童。主人安排瘦弱一点的孩
子放羊，强壮一点的孩子牧马。因
为牧马比放羊艰难，强壮的孩子就
逼迫瘦弱的孩子交换工作。瘦弱孩
子的母亲安慰他说，今天吃苦的
人，是在为今后的幸福作铺垫，告
诉他不要为吃苦而抱怨。艰辛的牧
马生活让瘦弱的孩子逐渐变得健
壮，骑射功夫更是炉火纯青，他后
来投身军旅，成为成吉思汗麾下的
名将——哲别。这则故事告诉人
们，成功的背后，总有艰辛的付
出。年轻干部就应该在艰苦的工作
岗位上接受磨砺和考验，不断积累
经验、增长才干，今后才有能力接
受组织的选拔，挑更重的担子。

基层是锤炼年轻干部的好地
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干
部多‘墩墩苗’没有什么坏处，
把基础搞扎实了，后面的路才能
走得更稳更远。”这里说的“墩墩
苗”，其实就是指年轻干部要到基
层一线、艰苦岗位去苦干实干、
接受锻炼。前不久，笔者在某乡

村 听 一 名 年 轻 的 驻 村 “ 第 一 书
记”说：“在农村摸爬滚打这几
年，才真正明白苦干实干的价值。
基层是‘墩墩苗’的合适土壤，是
创业的好地方。这里需要年轻人，
也不断成就着年轻人。”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有少数年轻干部
患上了“成长浮躁症”“提拔焦虑
症”，总觉得基层工作太辛苦，要
么得过且过地苦熬，要么四处投
机钻营寻找“终南捷径”。比如，
有的自己设计好了仕途晋升的“路
线图”“时间表”，在一个工作岗
位上尚未坐热，就盯着下一个位
置，一旦没有进入组织选拔的视
野，就心浮气躁、意志消沉、怨
天尤人。这样的干部少了“墩苗
壮根”的历练，缺乏苦干实干的
精神，不仅难以成才，从政之路
也无法行稳致远。

当然，我们提倡弘扬苦干实干
的优良作风，不是让干部一直在基
层“苦”下去，而要关心关爱，解
除苦干实干者的后顾之忧，这样才
能拴心留人。近年来，不少地方在
招录基层公务员时都设置了最低服
务年限，其初衷也是为保持基层干
部队伍的稳定。但是，追求进步是
每个人的内心渴望，这种心理在年
轻干部身上体现得更明显，他们渴
望到更高的平台、待遇更好的岗

位、生活配套设施更完善的地区发
挥聪明才智，实乃人之常情。如果
不持续优化基层的发展环境，不给
年轻干部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发
展渠道，设置最低服务年限的做法
也只能留人一时。前不久，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
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
见》 提出：“要给基层干部特别是
工作在困难艰苦地区和战斗在脱贫
攻坚第一线的干部更多理解和支
持，主动排忧解难，在政策、待遇
等方面给予倾斜，让他们安心、安
身、安业，更好履职奉献。”当
前，各地各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这
一要求，千方百计为基层干部排忧
解难，让苦干实干者“流汗”不留
遗憾、创业有劲头。

宁要苦干，莫要苦熬，应该
成为广大年轻干部的自觉。正如
著名小说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所
说的那样，“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
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
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
羞耻”。人们的青春不是用来苦熬
的，而是用来磨砺意志、增长才
干的。年轻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
位，选择了苦干实干，就选择了
成长和收获，人生必定会因这个
选择而受益。

某消费者在一个外卖平台订购
了一款蛋糕，收到后觉得口感不
好，就给了卖家差评。此后，卖家
开始通过私信对该消费者进行人身
攻击，且语气非常粗暴。有的消费
者就是因为给了卖家一个差评，竟
遭到对方一天打十几个电话骚扰，
甚至发短信威胁，无奈之下只得报
警求助……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
发展，网络服务大多都建有评价机
制。但是，买家给了差评以后，也
可能会面临卖家的骚扰、恐吓，这
种现象亟待改变。

现实中，大多数消费者都会对
网购产品或服务进行评价，一些电
商平台还以积分奖励的形式鼓励消
费者评价。但在面对差评时，有的
商家不太理性。比如，为了让买家
删除差评，有的卖家利用“呼死
你”不断骚扰对方，或者邮寄寿
衣、冥币等物品来恶心差评者，甚
至雇人行凶殴打，这样做显然侵害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电子商务
时代，社会各界理应把“差评权”
作为消费者的一项基本权利来保
护，这样才能更有效地维护市场经
济秩序。

所谓“差评权”，其实是指我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消费
者的享有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
权利。实践中，保护“差评权”是
实现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关键
一环。这是因为，在网购过程中，
消费者只有通过浏览、分析各种好
评和差评，并参考商品总体评价，
才能作出符合自己真实意思的判断
和选择。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差
评权”，意味着监管部门要督促各
大电商平台履行展示、披露商品信
息重要内容的义务。对此，我国即
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电子商
务法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应当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公
示信用评价规则，为消费者提供对
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
进行评价的途径。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销
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
否则将面临最高 50 万元的罚款。
也就是说，电商平台应当真实、客
观、全面地展示商品的好评、中评

和差评，不得屏蔽和删除差评，以
确保消费者可完整地查看。

然而，基于利益考量，一些商
家一味地抵制差评，哪怕商品和服
务确有瑕疵或问题，也不惜以返现
等形式利诱消费者给好评。这既是
对市场秩序的扰乱，也是对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侵害。面对差评，如果
商家不积极改进商品质量或服务，
反而采取不理性的方式对待消费
者，很有可能触犯法律。比如，有
的不良商家不停地发送短信或拨打
电话，干扰消费者的正常生活，这
种行为涉嫌违反我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 42 条的相关规定，即“多次
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
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可能
被公安机关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
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

事实上，由于每一个消费者的
主观感受不同，对商品和服务进行
评价的结果也不一样，这就是通常
人们所说的“众口难调”。在消费
过程中，即便对待同一种优质商
品，消费者也会褒贬不一，商家自
然无权要求消费者给予一致好评。
而对于质量低劣的商品和服务，消

费者更有进行负面评价的权利。如
果“给差评”成了高风险行为，保
障消费者权益就无从谈起。在市场
经济活动中，凡是消费者基于自身
感受和体验所作出的评价，都应当
予以尊重，哪怕这种评价是负面
的，只要没有侮辱、诽谤、勒索等
情节，商家均应保持容忍，这是经
营者的基本义务和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关键所在。

在日常监管中，相关部门除了
要求电商平台全面展示各种评价
外，还应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维护消
费者的“差评权”。比如，应当完
善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求
电商平台利用技术手段在卖家和买
家之间设置合理的屏障，或对评价
进行匿名化处理，让卖家无法掌握
买家的身份姓名等真实个人信息。
这样一来，卖家自然无法对给出差
评的买家进行骚扰和报复。同时，
相关部门应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和
电话实名制，依法严厉打击一些不
良商家使用改号软件、“呼死你”
等工具骚扰、报复消费者的行为，
确保消费者能够毫无顾虑地行使

“差评权”，倒逼商家提升商品和服
务的质量，促进市场步入良性竞争
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