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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宁波也有自己的电视问政节目
了——由市“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抓落实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和
宁波广电集团共同举办，大型电视
问政节目《民生问政 服务问效》首
期节目近日录制完成。5 月 27 日 20
时 10 分，该节目上集在宁波电视
台、甬派客户端、宁聚客户端同步播
出（下集 28 日 20 时 10 分播出），一
时间成了热门话题。

杭州、温州、武汉、西安等地，早
就有了电视问政节目，我看过几次，
问得那叫一个“辣味十足”“酣畅淋
漓”。为宁波填补了这一“空缺”点
赞。同样值得点赞的是，在问政现
场，接受问政的，几乎全是有关部门
的“一把手”。

这样的安排，很有好处。一是主
持人、观察员、“一把手”，有问有答
还有评，节目内容饱满，充满张力，
不光有利于传播，受众关注度高了，
也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倒逼有
关部门尽快解决问题。

二是好多问题要尽快解决，还
得“一把手”出手。像政府职能部门
的网站、咨询电话成了摆设，像鄞州
区新老行政服务中心存在“有偿代
办”现象，这样的问题存在已久，算

是“老大难”了。现场问政，“一把手”
们个个态度诚恳，毫无推诿扯皮，

“主要责任在我们”“我们也应该承
担责任”，纷纷表示“马上整改好”

“明天就改过来”。
事实早已证明，“老大难、老大

难，老大出手就不难”，只要“一把
手”说要解决，上述那些群众遭遇的

“老大难”问题，一定能够马上解决。
一些问题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要
等媒体曝光、领导批示甚至怒斥后
才能解决，也说明，不让“一把手”们
在大庭广众之下出出汗、红红脸，许
多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也有可能
因为操办者不上心、不作为、不担责
而拖成“老大难”。

针对网上“办事窗口”成摆设现
象，现场评论员、光明日报宁波记者
站站长曾毅用了几个词表述感受：
无力、欺骗、悲哀（反思）。与那么多

“一把手”面对面，有的可能还不陌
生，她这话算是说得重了，现场的

“一把手”们应该出汗、红脸。但“一
把手”们现场出汗、红脸，为的竟是
一些长期存在、我们听得耳朵都快
起茧子的老问题，那么，接受批评的
态度再诚恳、承诺整改的态度再坚
决，也只是态度诚恳和坚决而已，就
整改解决问题、提高服务效率而言，
只能算是起了个头、破了个题。

现场，“一把手”们多有自我批
评和反思，但这不应该只是现场的、
一时的，而应该是长期的、常态的。
换句话说就是，服务民生，不能等到
被“考问”时才出汗、红脸，要把功夫
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在前头。

在问政现场出汗，不如平时出
汗。“一把手”们不能只是坐在办公
室里听汇报、看材料，要走出去、走
下去，多到基层和群众中去，多些问
题意识，多些换位思考，多些亲身体
验，多些感同身受，多想想、多问问、
多找找自己辖内存在的问题。我相
信，一个部门、一个领导，只要想知道
自己辖内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那群
众和服务对象一定会“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的。知道了问题所在，就要下
大力、出大汗去解决。要让下属为解
决问题而出力出汗，自己首先要出汗
出力；也只有自己出汗出力多了，下
属才可能真正出汗出力，而不是大搞
形式主义、大做表面文章。

在问政现场红脸，不如平时红
脸。对于群众的批评，不光要听得
到；听到了，还要红红脸，要有“羞耻
感”——为群众服务得好是本职，服
务不好就必须接受批评、反躬自省、
认真整改，而不是群众对问题反映
已久甚至怨声载道，自己却置若罔
闻，或者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平

时就红脸，“一把手”们还要敢于和
不担责、不作为者“红脸”。怕得罪
人，自家关起门来不“红脸”，你好我
好大家好，群众老是“办事难”，若是
问问群众感受，若是被现场问政，那
自个儿恐怕只有红脸的份。

现场问政，有了好的开头，一次
次问下去，让人乐见它的好处。当
然，“一把手”们现场被问得额头冒
汗、面红耳赤，毕竟是一件丢人的
事，把问题全揽下来，承诺认真整改
就是应该的。让人担忧的是，许多问
题，群众不止一次反映过，媒体不止
一次曝光过，评论员们不止一次“悲
哀”过，过段时间，照样“故态复萌”

“死灰复燃”。不是说有关部门当时
没有解决问题，而是媒体曝光了哪
个问题，就只解决哪个问题，没有举
一反三，没有主动作为，没有完善制
度，更没有问责追责。

所以，还是要麻烦记者们再
“追”一下，过段时间杀个“回马枪”，
看看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或者时
不时地来个“突击采访”，看看问题
是不是“仍然是问题”。

服务民生，别等到被“考问”时才出汗红脸

白 阳

与“死神”博弈的排爆队员、与
歹徒英勇搏斗壮烈牺牲的基层民
警、在雪域高原薪火相传的“马背派
出所”……日前，公安部发布第三期
全国“公安楷模”，一批公安民警用
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赢得了人
们的敬意。

公安工作，一头连接着国家，一
头连接着人民。公安队伍的素质如
何，直接关乎社会的长治久安。党的
十八大以来，公安体制改革持续深
化，执法水平稳步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不断增强。实践证明，只有坚持

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
严治警，坚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才能
锻造高素质过硬的公安队伍，才能
履行好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人民公
安的职责使命。

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必
须把政治建警放在首要位置。公安
机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捍卫者，新的历史条件下，要
始终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警始
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必

须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强警之路。要
把新时代公安改革向纵深推进，以
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回应人民
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健全完善警务
管理体系，加快构建职能科学、事权
清晰、指挥顺畅、运行高效的公安机
关机构职能体系，切实提升依法履
职、服务人民的能力。

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必
须坚持从严治警不放松。公平正义
是执法工作的生命线，事关党和政
府的公信力。要全面贯彻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要求，完善执法权力

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对
队伍中的违法乱纪问题“零容忍”，
用公正文明的执法细节赢得群众的
信任，推动全社会形成遵法尚法、遇
事找法的良好氛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全
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要不忘
初心、不负重托，大力推进公安队伍
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锻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
意的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
环境。

锻造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公安铁军

潘玉毅

日前，慈溪市匡堰镇文化休闲
广场举行了一场以“‘我爱你中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送欢
乐下基层’”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来
自文联系统的文艺志愿者纷纷亮
出拿手绝活，为当地群众奉献了一
台精彩纷呈的汇演。

自 2012 年文艺志愿服务启动
起来，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的指
导支持下，中国文联成立了文艺志愿
服务专门机构，加强文艺志愿服务组
织队伍建设，推进文艺志愿服务制度
化，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送欢乐下
基层”活动，通过文艺汇演、文艺结
对、文艺培训等形式，播撒文化种子，
使文艺真正走到群众身边，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艺不应是高高在上的，与普
通老百姓有疏离感的。阳春白雪固
然优雅，下里巴人同样有其可爱之
处。这次活动以志愿服务的方式，
将文艺节目送到基层，使老百姓在
畅享欢乐的同时领略文艺作品的
魅力，这才是文艺该有的样子。

文艺下基层，对于创作者和受
众来说，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举措。

对于创作者来说，文艺作品取
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才能拥有
旺盛的生命力。有道是，“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作品里
面要见自身、见天地、见众生，这些
离开了基层群众根本就无从谈起。
就现实而言，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
基层、贴近群众，才能创作出更多
贴近生活、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又经

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
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不然提

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的白居易也不会写了诗就跑
去读给乡间的老翁老妪听，虚心听
取他们的意见，并以之为指导，对
自己的诗作加以改进。如果他不曾
那么做，也许他的作品就不会在经
历时间的淘洗后，流传至今。

对于基层群众来说，文艺志愿
者送来的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桥梁。一方面，
志愿者带来的节目以其精彩的内容
和形式开阔了基层老百姓的眼界，
让他们得到了精神享受；另一方面，
给那些有心和有专业特长的人搭建
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让基层的
文艺爱好者学有所用，能够为基层
培养一批文艺人才。

当下，文艺志愿服务已然成为文
明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志愿服务”
这几个字仿佛一个标签，凸显了这种
文艺汇演的性质：它是义务的、自愿
的，表演者、作品和观众之间也不是
商家、商品和消费者的关系，而是一
种平等的交流、双向的互动和传递。

文艺志愿服务体现了文艺工
作者的一种担当。众所周知，文艺
的社会作用，首先是寓教于乐。但
显然，只有经得起人民群众审验的
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才能拥有
持久的生命力，也才能引领风尚。
而要具有这种生命力，与基层、与
人民融合是必要前提。文艺志愿者
送欢乐下基层，做的便是这么一件
事情，它使文艺更接地气，也让文
艺作品更有生机。

让文艺更接地气，更有活力

饥
不
择
食

高晓健 绘

亲口宣布增兵中东仅 3天
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 27日
在访问日本期间谈及与伊朗坐
到谈判桌前的可能性。

美伊对抗旋紧地区局势之
际，伊朗近日对中东国家展开

“穿梭外交”争取支持，即将召
开的阿拉伯国家特别峰会预计
也聚焦伊朗问题。

国际观察家指出，想在中
东打造“反伊朗联盟”的美国政
府恐怕回避不了一个事实：中
东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对伊
朗态度各有不同，但预计在外
交层面表达同一诉求——不愿
战火重燃。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记者 邵杰 马骁 郭洋

特朗普 27日在日本表示，如果
伊朗想谈，美方也可以谈。另据路透

社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 28 日的
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目前看
不到与美方谈判的前景，伊朗认为
言论不重要、行动才重要。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此前发表声
明说，国王萨勒曼已邀请海湾合作
委员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成
员国领导人 30 日在沙特麦加召开
特别峰会，重点讨论在阿联酋海域
商业船只遭“蓄意破坏”以及沙特石
油管道遭无人机袭击之后，地区国
家如何应对形势，加强安全与稳定。

萨勒曼还通过书面信件，邀请
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出
席特别峰会。这是沙特自 2017 年 6
月与卡塔尔断交以来，双方最高级
别的公开接触。

与此同时，伊朗近日对中东国家
展开“穿梭外交”。伊朗外长扎里夫25
日起出访伊拉克，希望与海湾邻国构
建“平衡的关系”；副外长阿拉格希也
于 26日起开始访问阿曼、科威特和
卡塔尔。伊拉克外长哈基姆 26日表
示，伊拉克反对美国的单边行动，愿
意充当伊朗和美国的调解人。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27

日说，特朗普决定增兵中东将增加
该地区面临的风险。俄方认为，伊朗
关于与海湾邻国签订互不侵犯协议
的提议是正确的。

对美方来说，先放狠话要增兵
中东，紧接着又疑似放“软话”谈及
与伊朗谈判问题，这符合美方近期
一再采取的“进两步退一步”套路。
有分析认为，这表面上或许为高度
紧张的海湾局势稍许降温，但其对
伊朗“极限施压”的策略并未改变。

对伊拉克来说，作为伊朗邻国
和以什叶派为国内最大教派的地区
国家，伊拉克表态愿当调解人，主要
是想尽力避免美伊之间发生战争，
也避免自己届时不得不在美伊之间

“选边站”的两难局面。
对沙特来说，尽管在伊拉克战

争后沙特成为该地区对抗伊朗的主
要力量之一，但沙特并不希望海湾
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导致沙
特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重创。沙特
希望借助地区峰会在对抗伊朗和阻
止战争之间找到平衡点，并借机加
强地区团结和自身影响力。

在海湾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

下，占了海合会半壁江山的阿曼、科
威特、卡塔尔能接待伊朗高官来访，
这本身也说明海湾国家在伊朗问题
上存在不同立场。这也为伊朗高官
近期的密集外交留出了一定空间。

美国政府想把伊朗塑造成中东
地区国家的“共同敌人”，这样美国就
能与这些国家捆绑得更紧，而不仅仅
局限于在军火贸易上获得实惠。

尽管美方如此处心积虑，但美
国利益不能代表中东各国利益，美
国政策也很难“一统”地区各国对伊
朗政策，中东地区“反伊联盟”难以
形成，更遑论“反伊军事同盟”了。

此外，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充
满不确定性，就算地区盟友也不敢
对其轻信，总是要为最坏情况未雨
绸缪，反过来也会让美国在中东的
一番筹谋大打折扣。

背 景 链 接

美国今年 4 月 22 日宣布将不
再给予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
油的制裁豁免，以全面禁止伊朗石
油出口；5月3日宣布将强化对伊朗
核活动的限制，以完全杜绝伊朗拥
有核武器的可能。

美国5月上旬向中东派遣一个
航母打击群和一支战略轰炸机特遣
队，以应对所谓伊朗对美国的“可
信”威胁。

特朗普5月24日宣布，美国将
向中东增兵约 1500 人，主要承担

“防御任务”。当天，美国政府还以
“紧急情况”为由推动对约旦、阿联
酋和沙特的军售。 （据新华社）

特朗普“软话”遭疑
沙特峰会求安稳

5月28日，在日本神奈川县川
崎市，警方人员在案发现场调查。

日本川崎市 28 日晨发生持刀
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刺伤 18
人，其中一名小学生和一名男性家
长死亡。男子作案后试图自杀，被捕
送医后死亡。 （新华社发）

日本川崎市
一男子行凶
致两人死亡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7日电
（记者孙丁 徐剑梅） 美国首都华
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7日下午发生
一起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

当地警方向媒体通报说，枪
击发生在华盛顿东南部一处街

区，伤者为4名成年男子和1名儿
童，目前已全部被送医治疗，其
中1名成年男子伤势较重。

警方说，目前尚无有关嫌疑
人的信息，警方正在搜寻 1 辆银
色或灰色轿车。

华盛顿发生枪击事件
致5人受伤

据新华社新德里5月28日电
（记者赵旭） 印度媒体 28 日报道
称，印度北方邦当天至少 8 人因
饮用假酒死亡，多人仍在医院接受
救治，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
升。

今年 2 月印度曾发生严重假
酒致死事件。其中 2 月下旬发生
在阿萨姆邦的假酒事件造成超过
150人死亡，而2月上旬发生在北
方邦和北阿坎德邦的假酒事件造
成近100人死亡。

印度再发假酒致死案
至少8人丧生

【上接第1版①】
“做精品，要沉得住气、耐得

住寂寞。”沃科军说，目前自己已
经在小港投入 1000万元，着力打
造一个专业的杜鹃园平台，用于
展示精品杜鹃。“可以交易，也可
以参观，希望能打造经得起时间
考验的精品杜鹃园。”

记者手记

40 年来，柴桥花木产业从无
到有，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无
论是花木种植的品种、种植规模

还是从业人员，与产业发展初期
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土地
少、成本高等诸多限制，使得不
少花农“出走”到湖北、江西等
地谋发展。

近年来，人们对美的要求越
来越高。这反映在花木市场上，
就是精品花木受欢迎，价格卖得
上去。柴桥花木种植面积大，种
植能手多，发展庭院经济的后发
优势明显。如果当地有技术的花
木种植户能够抱团，共同打造精
品花木，相信北仑传统花木产业
有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新路。

【上接第1版②】重抓科技创
新。去年，象山引进了中国机械科
学研究总院南方中心，目前项目班
子已入驻象山开展工作，预计到年
底有 80名高层次人才来象山开展
研究。在此基础上，半岛将进一步加
快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科创中
心、中化膜研发创新中心等一批科
技平台建设，打造形成“一基地二中
心三院所”格局。同时，壮大创新主
体，力争到2025年，全社会R&D投
入比重突破3%，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达 150家、科技型“小巨人”企业达

30家、科技型小微企业达100家。
狠抓营商环境。重点推进企业

开办全流程“一件事”一日办结、企
业项目投资审批用时“最多 90天”
等一系列改革，加快创建“移动审
批之县”“无证明城市”；力争全年
为企业减税降费 8亿元以上，并从
今年起，3年内每年减轻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缴费等负担
2500 万元；深入开展“三服务”活
动，集中破解融资成本偏高、园区
配套不足等短板，帮助企业解决

“成长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