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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仁

鲁迅先生曾说过，“这世上本
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市，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的一项重要任
务，也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需要
付出艰苦卓绝努力的路，能否担当
起这个历史使命，关键在是否敢于

“先行试”。
对于任何一项工作而言，先行

即意味着创新、领先、领跑、示
范、带动，意味着要面对更多的困
难、风险和挑战。习惯于跟在别人
后面，凡事“等一等、看一看”，
等别人有眉目，或者蹚出了路再出
发，那顶多是跟跑、追随，是模仿
和复制。“先行试”是在为自身，
也是在为他人、后人蹚路，体现出
一种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担当精
神。“人无我有，从无到有，无中
生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
市在各个领域积累了不少成功经
验，为我们今天共同富裕“再出
发”奠定了基础。

狭路相逢勇者胜。先行，考验

的是勇气和决心。有一个故事耐人
寻味：一个做豆腐生意的小作坊老
板，看到丝绸商发了大财，心里痒
痒的，也想找门路发家致富。一天
夜里，他和家人商量了很久，想了
许多发财点子，可真要下决心干新
行当时，却担心这也不行、那也难
办，最终还是觉得做豆腐生意稳妥
顺当。邻里知其事后便笑话他：

“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做豆
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先
行，光有想法，没有胆子，迈不开
步子，必然一事无成。

“胆子大，步子稳”，是成功者
的“必备气质”。打造共同富裕先
行市，也离不开这种气质。面对改
革的硬骨头，有的人嘴上讲攻坚克
难，心里却不免担惊受怕：怕越过
惯例的雷池，难破重重阻力；怕触
动部门的奶酪，损害自身利益；怕
当了出头鸟，会引火烧身……如此
顾虑重重，缺乏破冰勇气，怎能开
辟共同富裕的新天地？在充满变
革、呼唤创新的时代，我们决不能
再闹豆腐作坊老板那样的笑话了。

先行，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

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
是要立足于一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和
现实条件，创造性地落实中央和上
级的要求，寻找正常的前进方向，
以正确的观念、方法、路径、姿
态，办正确的事情。先行，不能

“盲人摸象”，不知道事物的全貌；
先行，也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
哪里算哪里”，没有干事的章法和
节奏；先行，更不能“夜半临深
池”，不知道可能面临的风险。要
做到这些，离不开科学的顶层设
计。

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是一篇
大文章。强调“先行试”，究竟该
由谁来“试”？各级领导干部特别
是“一把手”责无旁贷。因为从以
往情况看，任何一项工作，“一把
手”不重视，事情推进就难；“一
把手”重视了，往往就比较顺利。
共同富裕是中央赋予的重大改革任
务，理所当然是“一把手”工程。
各级“一把手”既要开好“发令
枪”，更要敢当“领跑员”，叫响

“看我的”“跟我上”，要更加自觉
地把共同富裕先行市创建任务放在
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

“一级做给一级看，上级带着下级
干”。

先行，既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

的实践论，也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
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我们整体推
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在制度层面
做好系统谋划的同时，应结合本地
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选准
一些突破口，看看哪些是可以先行
的。比如，每年开学季，总有少数
经济条件差的家庭为孩子上大学的
费用发愁，有条件的地方能否建立
常态化对口帮扶机制，拉寒门学子
一把？比如，有的农村家庭因病致
贫，能否研究在医保报销的比例上
设定一定的弹性口子，让贫困家庭
多一些保障？如此等等。我市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行动计
划中，对类似问题有不少精彩描
述，各级应认真领会好、贯彻好，
争取政策早落地、群众早受益。

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市，贵在
“先行试”，难在“先行试”，也必
定成在“先行试”。我们应通过

“先行试”，看担当、看能力，看作
为、看成效，发现干部、识别干
部、使用干部。

“先行市”重在“先行试”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⑧

邓海建

多年来，一些地方，村 （社
区） 牌子数量多、种类多、虚名
多，成了基层工作重要负担，基层
干部苦不堪言。去年以来，山东立
足“牌子在下面，根子在上边”，
对“牌子之乱”进行自上而下集中
整治，全省190余万块牌子被摘掉。

仅一省就摘除 190 余万块牌
子，放眼中国基层，这个数字或只
是 冰 山 一 角 。 中 国 人 讲 究 “ 名

（牌） 正言顺”，有个牌子好干事，
不过，屋子门口挂满“中心”“之
家”“协会”等几十块牌子，看似
堂皇，实则往往“有牌无服务、上
墙不上心”。

为何一些基层部门热衷挂牌
子？究竟是挂给谁看的？说句大
实话，当然是挂给更高层级的领
导看的，给上边的检查组、考核

团看的。
事是干出来的，不是牌子挂出

来的。牌子过多过滥的原因，一是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繁盛于斯，玩

“ 花 架 子 ”， 搞 “ 走 过 场 ”， 按
“牌”索骥来迎评迎检；二是基层
工作层层加码，逼得基层工作人
员只能用牌子来应付差事。

满墙的牌子，也是“醒世恒
言”。牌子满墙，不等于群众满
意，流于表面的牌子，让群众心生
厌恶；清理牌子，不仅是“谁的孩
子谁抱走”，更要顺藤摸瓜，看看
究竟还有哪些部门的工作是靠牌子
撑起来的。

清理“乱挂牌”，也得来次
“双减”。减少公共治理中的“牌子
依赖”，破除“考核唯牌论”，落实
工作更务实些，布置工作更科学
些，让牌子回归其基本价值，基层
工作会更上一层楼。

治理“牌子之乱”：
事是干出来的，不是牌子挂出来的 一 言

昨天，笔者接到单位的紧急通
知，要求居家观察 14 天，每天必
须上报体温等情况，按照规定检测
核酸阴性后，才能正常上班。

之所以被要求居家观察，是
因为前阶段去江西公干，想不到
回来后，江西上饶铅山县有了疫
情，我就被余姚防疫部门“重点关
注”了。

根据从严从紧防控疫情的精
神，防疫部门及时下达通知，要
求笔者居家观察，单位也高度重
视、立即执行。于是，笔者第一
时间放下手头工作，马上回家乖乖
接受观察。

尽管这次居家观察时间较长，
难免对笔者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带来
不小的影响和不便。比如，手头一堆
事情无法去单位处理，家里一些需
要出门办理的事情，也只能等结束
居家观察、检测没问题后再处理。

但是，我打心眼里认为，与抗
疫大局、社会稳定和他人健康相
比，这些问题就根本不是什么问
题，个人的一点点不便和麻烦，又
算得了什么呢？假如由于自己的配
合不力，致使疫情传播甚至蔓延，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随着
疫情的发展和变化，可能仍然会
有不少人，尤其是到过疫情发生
地区的市民，按照防疫的具体规
定和严格要求，需要接受居家观
察、医学隔离、核酸检测等，在
当前疫情严峻复杂、抗疫从严从
紧 的 关 键 时 刻 ， 作 为 每 一 名 市
民，理应无条件地配合执行抗疫
规定。这既是我们每一位公民的
法定义务，也是为抗疫大局作出
的应有贡献。当然，即使没有被
通知采取居家隔离观察等，日常
生 活 中 ， 尤 其 是 进 入 公 共 场 所
时，测温、亮码、戴口罩等程序，
也应自觉做好。

积极配合防控就是为抗疫作贡献

关育兵

今年 4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
工作的通知》中称，要“着力保障学生
每天校内、校外各1小时体育活动时
间”“学校要对体育家庭作业加强指
导”，明确了体育家庭作业制度。不久
前，教育部等15部门印发《儿童青少
年 近 视 防 控 光 明 行 动 工 作 方 案

（2021—2025年）》提出，全面实施寒
暑假学生体育家庭作业制度，督促检
查学生完成情况。不仅今年暑假，在
日常教学活动中，体育家庭作业已经
不再少见（11月2日《光明日报》）。

体育也有家庭作业了，这是一
个崭新的变化。必须清楚的是，体育
家庭作业不能为作业而作业，体育
家庭作业连同校内体育活动，共同
的目的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发
展，培养学生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
目的清楚了，在体育家庭作业的布
置、检查上才不会偏离正确的轨道。

体育家庭作业不能走文化作业
的老路。正如知识需要不断训练才
能形成技能一样，体育也需要反复
练习才能掌握其运动技巧。随着体
育纳入中考，要完成相关项目的测
试，离不开反复持续的锻炼。然而，
正如对文化作业重复而简单的练习
不感兴趣一样，体育项目的重复训
练亦是枯燥的，一些家长就反映，

“孩子并不太愿意，每天要催着才能

完成打卡”，更有家长担忧：运动本
来可以一边玩一边运动，一旦要完
成家庭作业，天天打卡，孩子会不会
更不爱体育运动了？这样的担忧并
非杞人忧天。把丰富多彩的体育活
动简化为测试项目，并不是体育活
动的真谛。体育家庭作业不能过于
功利性，一旦其变成体育考试的工
具，同样会成为学生的课业负担。

体育家庭作业当然应注重绝对
成绩，比如在测试项目上的达标。当
孩子达到相关标准时，可以延长其锻
炼时间，允许他们选择更多的体育活
动，这能够激发他们锻炼的积极性。
对于项目测试不如意的学生，当然要
强化练习。但这时的考评，就不应以
达标为检查手段，而是应衡量他们的
相对成绩，即今天相对于昨天、这一
周相对于上一周，有哪些进步。如此，
孩子们才会更有信心，也更加主动、
努力地去打卡，去完成作业。

还应认识到的是，相比于文化
课学习，体育其实不适合用考试来
衡量。之所以要把体育纳入考试，在
于发挥考试指挥棒的作用，督促社
会、学校、家庭重视孩子的体育锻
炼。事实上，体育测试项目并不是体
育锻炼的全部，体育活动虽不能完
全摒弃这功利性考试，但确实不宜
围绕着考试来转圈圈，这与将体育
纳入考试的初衷是不符的。体育锻
炼应该有更高更好的追求，对于体
育家庭作业，尤其应该如此。

体育家庭作业
不能走文化作业的老路

冯海宁

近日，商务部印发《关于做好
今冬明春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
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
保障今冬明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
必需品供应充足，切实做好市场
保供稳价工作。《通知》 鼓励家庭
根据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
需品，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
的 需 要 （11 月 2 日 《北 京 青 年
报》）。

总体来说，我国居民的生活必
需品供应充足，完全有保障，物价
总体上是稳定的。我国粮食产量连
续七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确
保了粮价稳定。9 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 0.7%……这都是有利于
民生的。在这种情形下，商务部为

何印发《通知》鼓励家庭储存一定
生活必需品？其实大有深意。

从长期来说，我国有“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且有 《“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 来鞭
策；也有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来
确保粮食供应。应该说，未来蔬
菜、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保障问题
不大，价格“飞天”的可能性很
小。但考虑到一些国家物价飞涨，
我国会出现菜价波动等情况，得周
全考虑。

上述 《通知》，为今冬明春蔬
菜等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作出了全
面部署。其中，鼓励家庭储存一定
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有多种“民生功
效”。从家庭角度看，储存一定数
量的生活必需品，就能有效应对生
活必需品短期价格上涨，避免成本

增加，确保生活质量。从国家角
度看，家庭适当储存有利于弥补
政府和市场储备不足。为确保冬
春蔬菜供给，国家有关部门多年
前就要求建立北方大城市冬春蔬
菜储备制度。不止北方，南方城
市如深圳也建有蔬菜储备库，这
是保障供应、稳定价格的必要安
排。如今鼓励家庭储存生活必需
品，进一步完善了物资储备体系。

所以，鼓励家庭储存一定生活
必需品，对于我国稳物价、保民生
乃至应对更大挑战都具有重要意
义。比如，在疫情高风险地区，一
旦出现必需品短缺涨价，居民可以
使用储存物资，既保障生活也减少
了流动，为抗击疫情创造了有利条
件。希望更多家庭具备“应急意
识”“储存意识”以应对不确定性。

但家庭储存生活必需品，既需
要精确“算计”，也需要储存条
件，即根据家人消费能力、经济能
力、储存空间等因素确定储存量，
一旦储存过量，有可能造成损耗、
浪费；一旦储存不足也影响生活。
所以，家庭在这方面要学会“算
计”，有关方面也可以提供参考意
见，以便建立家庭“物资储备库”。

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家庭储
存空间不足的问题，需要家庭、
社区、市场乃至政府等努力创造
条件。尤其对大城市居民来说，
生活空间很有限，储存生活必需
品往往有心无力。那么，社区能
否利用公共空间建储存库？市场
能否提供专门的产品如储存式设
备？政府能否政策鼓励？这些问
题值得考虑。

鼓励家庭储存必需品有多种“民生功效”

戴先任

近日，山西忻州网曝原平市第
一小学某班级对学生家庭情况进行
调查，将学生分为 11 类。分类包括

“权势垄断部门子女”“领导子女”
“家长有犯罪前科的学生”等。2 日
学校工作人员回应，已停止调查学
生家庭情况，部分班主任未正确领
会会议精神，该做法欠妥，已对其批
评警告（11 月 2 日红星新闻）。

将学生分为 11 类，如“企业老
板子女”“成绩不好学习差的学生”

“离异单亲学生”等，这样的划分着
实令人咋舌。虽然学校称这是“部分
班主任未正确领会会议精神”，但作
为管理者，学校的责任难以这么轻
易撇清。

统计“离异单亲学生”“领导子
女”等，并非简单的多管闲事。给每
个学生贴上标签，这样的学生家庭
情况调查，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难
免会让人质疑接下来学校会对不同
家庭条件的学生区别对待，根据学
生家长身份“下菜碟”，从而加剧“拼
爹”的不良风气。

而且像家长是否有犯罪前科、
学生家长是否离异等，这些属于个
人隐私，学校进行学生家庭情况调
查不应触及，现在还以此将学生进
行区分，侵犯了学生及其家长的核
心隐私，涉嫌歧视离异单亲、学生家

长有犯罪前科、成绩差等学生家庭，
可能会对这些学生造成心理伤害。

这样的学生家庭情况调查，已经
严重“跑偏”，不是蠢而是坏。学生家
庭情况调查，本应该是通过了解学生
的家庭情况，更好加强家校合作，关
爱学生，帮助学生成长，但一些学校
严重“势利眼”，制造了教育不公。

类似问题屡屡发生，比如有小
学老师因有学生家长在殡仪馆上
班，就孤立其孩子、公开在家长群辱
骂威胁家长，有的教师甚至根据家
长官职的大小来决定其能否入选家
委会。此前，深圳一幼儿园还调查学
生家房子有多大、房价多少，同样引
发了舆论热议。

教育应该“雨露均沾”，学校不
能制造教育不公，要坚守教育公平，
不能功利与势利，让学校沦为名利
场。对待孩子应该有教无类，更不能
戴着有色眼镜，将学生分成三六九
等，对学生区别对待。虽然学校停止
了这样的学生家庭情况调查，但对
此的质疑、追问、追查与反思不能停
止，不能因为涉事学校迫于舆论压
力“自行整改”，就不了了之。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平等沐浴在
温煦的教育阳光下，能得到全社会的
公平对待、温柔对待，能享受教育公平
的红利，这样才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实现学生利益最大化、教育效率最大
化，也能更好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统计“离异单亲学生”
岂止多管闲事

罗志华

近日，部分市民反映被限制进
京管控措施“误伤”，影响了行程安
排。11月2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在
新闻发布会上，对由此给市民造成
的不便和影响深表歉意，并建议市
民可以通过线上渠道了解或反映问
题。收到申诉信息后，有关部门会立
即启动申诉复核机制，逐人开展数
据核查核验。存在异常情况的，将于
48小时内向申诉人反馈结果（11 月
2 日央视网）。

当前，我国疫情呈现出多点散
发的趋势，虽然每天的确诊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总人数很少，但由于
点多面广，防疫仍然面临较为复杂
的形势。在此背景下，重点城市出台
相对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不仅无
可厚非，而且理应如此。

然而，管控措施有时难免会出现
“误伤”。尤其是，当前防疫高度依赖
于个人旅居史、行程等产生的大数
剧，而数据产生既可能有较长延时，
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避免错漏。比
如，“健康码”虽然在防疫过程中发挥
了极大作用，但它毕竟是新生事物，
该赋“绿码”时没有赋“绿码”，进而影
响当事人行程，这种现象难免出现。
新闻中，正是由于人机不符、数据误
差等原因，部分市民才被限制进京管
控措施“误伤”，不得不改变行程。

必须看到，受“误伤”的人不太
多，若以抓大事不问细节的处事风
格来对待，这部分人的利益很容易
被忽视。尽管在防疫大局面前，“小
我”显得不太重要，个人作出一些牺
牲，似乎可以理解，但北京市并没有忽
视这部分人的心声，不仅认真倾听，而
且还深表歉意并采取积极措施。

这样处理，在过去的防疫过程中
并不常见。在此前的防疫过程中，一
些地方“一刀切”的防疫管控没少“误
伤”民众。比如，简单地制定“一律不
准”规定，让一些正常活动也受到影
响；以防疫之名，让原本可以提供的
服务暂停，等等。防疫早期，由于经验
不足，屡屡出现“误伤”民众现象，即
使在防疫已积累了丰富经验的现在，
一些地方也出现“一人确诊全城红
灯”等现象。事实上，防疫举措绝非越
严越好，不应该完全忽视个人的正当
需求，而应该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
时，尽量减少对民众生活的干扰。

孤立地看待北京市这次的做
法，似乎没有多么特别之处，但放在
整个防疫过程当中进行比较，就显
得十分可贵。认真倾听被防疫管控
措施“误伤”人员的心声，为他们建
立申诉复核机制，畅通其救济渠道，
尽量减轻损失，应该作为防疫的重
要环节。此务实之举，将给防疫增添
不少人情味，也必然会赢得民众的
广泛肯定和善意回馈。

倾听被“误伤”人员心声
让防疫更富人情味

陶小莫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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