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造健康的招聘秩序
从杜绝“萝卜招聘”开始

◎蒋璟璟

近日，人社部印发《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
定》（下称《规定》），对事业单位招
聘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对于个别
单位在公开招聘中设置与岗位无
关的指向性或者限制性条件，搞

“因人画像”、“萝卜招聘”等违纪
违规行为，人社部有关司局负责
人介绍，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如
出现违纪违规行为逾期不改正
的，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新京报）

作为系统约束事业单位招聘
工作的专门性文件，人社部新近
印发的《规定》可说是事无巨细。
而在这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显
然还是关于“萝卜招聘”的有关表
述。在此之前，一些地方不时曝
出的“萝卜招聘”丑闻，早就激起
舆论轮番声讨。伴随着《规定》的
施行，我们有理由期待，能够就此
补上明显的规则漏洞。

《规定》明确强调，不得“设置
与岗位无关的指向性或者限制性
条件”，不得搞“因人画像”“萝卜
招聘”。其一方面基于现状直接
列出了明确禁止的、特定的违规
招聘形式；另一方面则从概念层
面进行了精准化、一般化的定义
……应该看到，打击“萝卜招聘”
虽然是《规定》的最大亮点，但是
《规定》的影响力却绝对不止于
此：其中某些条款，对招聘中常见
的性别歧视、学历歧视等，同样也

构成了制约。
“禁止设置与岗位无关的指

向性或者限制性条件”，倘若严格
从立法本义和逻辑常识来说，那
么凡是与工作专业属性、与岗位
胜任能力不相关的非必要招聘条
件，将统统不得设立。倘若这一
规定能严格落实，那么必将大大
增强招聘的开放性和公平性，这
既能给更多应聘者以参与机会，
也能强化人才竞争，真正做到“择
优录用”。然而，我们还是需要警
惕，实际操作中一些单位会继续
自说自话，对“岗位相关性”给出
一套牵强措辞，并在此基础上制
定苛刻的招聘条件。

只要仍然给招聘方留下过
大的自我解释、自我运作的空
间，那么所谓的“萝卜招聘”也许
就很难彻底禁绝。这其实提示
我们，应该进一步运用公共立法
或“行政指导”等多种方式，为事
业单位的招聘工作持续确立规
范。比如说，针对那些常见的、
类型化的招聘岗位，不妨出台标
准化、格式化的“招聘标准”来加
以引导。

如果说“萝卜招聘”是一种堂
而皇之的舞弊，那么对于意在建
构公平有序的招聘纪律的事业单
位来说，显然不应满足于杜绝这
种显而易见的“恶”。就此而言，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
为处理规定》的价值，理应得到最
大程度的正视。

从孩子的吐槽中
找回教育的“初心”

◎朱昌俊

近日，有媒体收到了一摞五年
级小学生的内心独白，有烦恼、有
辛苦、有疑惑不解……这些作文
是一群五年级小学生最近写的随
堂作文，题目为“流水账”。从这
些“流水账”中，可以看出孩子们
对学习的复杂情绪。（钱江晚报）

类似的学习情绪其实每个人
的少年时期或多或少都存在，它
是“成长的烦恼”的一个重要部
分，因此，对于这种“流水账”中流
露出的烦恼和情绪，也不必过于
夸大和担心；但是，作为一种真实
的情绪反映，老师和家长也不应
该完全以“少年不识愁滋味”之名
对其进行否定或完全视而不见，
正确的态度还是多聆听并及时加
以沟通和疏导。

近来，关于家长陪孩子做作
业的各种艰辛也引发了集中讨
论。而从这次孩子们的“流水账”
内容来看，当家长在吐槽陪写作
业的不易时，可曾想到，作为成人
都感到作业是难以承受之重时，
孩子们的作业压力其实应该更
大。所以，让家长从陪护作业的
压力中解放出来，关键其实并不
在于家庭作业是不是一定要家长
签字，而是真正把孩子的作业负
担降下来，家长也应该给予孩子
更多的“空闲”时间。

由孩子真实的情绪流露，其实
整个社会应该思考教育的“初
心”。在一般想象中，我们都习惯

将孩子定义为最无忧无虑的人，单
纯而少烦恼，可以靠着兴趣自由生
长。但在现实中，多数孩子或恰恰
是这个社会“最忙碌”的一群人，必
须应付各种这个年龄阶段本不应
该承受的压力与烦恼。而这种背
负各种期待的“不自主”成长状态，
在给孩子制造“不快”的同时，其实
也是在扼杀孩子更多的成长可能
性。在这一点上，社会应有共识。

为孩子“减负”，这是一个涉
及教育理念、机制、社会环境、文
化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注定难
以一蹴而就。但在既有的条件
下，家长和教师在个体层面其实
可以做得更好。最近一部叫《零
零后》的教育纪录片走红，该纪录
片跟踪记录了一所幼儿园十多位
00后孩子自2006年开始的十年
成长历程，其中就给出了不少教
育启示。比如，家长和老师应该
适当放手、聆听孩子的内心、尊重
孩子的思想与性格、在与孩子相
处时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等等。这
与孩子“流水账”中的一些烦恼，
恰恰有着高度的对应。

当然，在认知层面，家长和老
师其实未必不知道上述教育“大
道理”，只是落在行动层面却往往

“知易行难”。要破解这种尴尬，
既需要家长具备勇气，也依仗于
根本性的教育改革的支撑。而承
认和读懂孩子们的“烦恼”，正是
走向改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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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论

生态乡村建设，受阻点在哪
◎李晓亮

入冬了。当然，这是指节令
上，立冬。从气候上看，有些地方
几乎是夏冬无缝转接，春秋难以
察觉。现在谈气候，都要分开说，
在气温日照降水等常规指标外，
还有个重要的参考单列项——空
气。以前，但凡艳阳天，或可统称
为“今儿天儿好”，现在日月的阴
晴圆缺、风霜雨露，只是一个度量
衡。天朗，未必气清。而这也是
观察整体是否入冬的一个重要维
度。比如，不少地方空气指数变
差，就是入冬前兆。

“空气重污染预警陆续解除
专家：管控效果超预期”（经济参
考报）。这样的新闻，入冬后会渐
次刷屏，年年如此。本轮算今冬
前奏吧：3日，京津冀、晋鲁豫等部
分城市陆续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
预警，启动II级应急响应。环保
部要求各地切实落实，缓解影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表示，“2+26”城预警期间，减排比
例20%左右，有效抑制了PM2.5浓
度的快速上升。“正因如此好的落
实，使本次影响降低了很多，峰值
比预测低，持续时间也较短”。相
比以往某些从地理或气象条件分
析“不利扩散”，这次专家分析从
多城联动、预警响应和减排举措、
数据比例上着手，显然务实一些。

最近最热的，当然是哈尔滨市
的“秸秆风波”，因为有演员介入，
所以一度很热。孙艺洲先生发微

博，称发现哈尔滨近日空气污染
源头是郊区焚烧秸秆所致。这个
好像并无多少槽点的发言，结果
竟有当地网民留言暗讽，最终互
怼起来了。好在当地环保局及时
出面，一边发文致谢孙艺洲，一边
安抚当地网民，鼓劲打气“别掉链
子”（澎湃新闻）。一次还算良性
的互动，唯一插曲是其中个别网民
情绪有些过激。这起初很让人费
解，毕竟公共污染谁都难置身事
外。看了时下央视热播的乡村题
材剧《青恋》，倒有些理解了。

该剧也是聚焦乡村生态环
保。讲的是村官力排众议，顶着
重重压力，大搞生态乡村认证标
准的励志故事。先是关矿，后是
整村改建排污管道。阻力可想而
知，各种阻挠动作不断。而对比
之下，《青恋》里能成功，是因主角
设计了一整套有机农业加生态旅
游的乡村绿色发展模式。禁烧秸
秆难点在于，一禁了之容易，而如
果不能变废为宝，不能让传统粗
放型升级为绿色有机模式，难免
引发反弹。

换言之，生态模式推进阻力
不在网络口头嘲讽，而在现实破
局解题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电视剧里尚且有各种阵痛，
现实产业转型更是不可能有无痛
疗法。但长痛不如短痛，民众的
环保意识是一方面，地方为传统
污染源找到替代出路才是根本。

快节奏 强剧情
戏剧冲突一个接一个

该剧导演王伟民此前执导的
电视剧《彝海结盟》口碑就极好，

“强剧情，快节奏”的美剧式叙事
方式让观众大呼过瘾。

“脱贫攻坚”的主旋律电视剧
会好看吗？会不会非常枯燥啊？
在《索玛花开》播出前，也有不少
人问过王伟民这个问题。王伟民
说，其实这部戏和其他很多好看
的剧集一样，都是在讲故事，还有
讲感情，不仅有扶贫干部与当地
彝族贫困群众情感的交流，同时
还有爱情、亲情。王伟民所言不
假，6日晚播出的第一集，就已经
充满了戏剧冲突和满满的故事。

一开篇，在谷莫村召开会议
时，村民马海木呷的哥哥马海木
且就拦住了第一书记周林，质问
他评建卡户为什么木牛家能评上
而自己家却评不上？周林解释贫
困户建卡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木
且及众村民作证木牛家两兄弟都
在城里打工，每月有五千多元的
收入，他们认为木牛家之所以能
评上建卡户是村主任沙马巫萨在
暗地里使劲帮他们的忙……紧接
着，周林的未婚妻、柠海市发改委
投资科副科长王敏到市里的会上
找他，她要周林给自己一个准信
——什么时候结婚？周林表示一
定要等谷莫村脱贫后再结婚，王
敏大失所望，愤然离去。紧接着，
周林在回村路上发生车祸腰部受

伤，恢复需三个月的时间，王敏担
心扶贫局重新派到谷莫村的扶贫
干部不得力，年底摘不掉谷莫村
的“贫困帽”，那他们的婚事也就
没有指望了，于是王敏不顾周林
和父亲王德江的反对，决定替周
林去谷莫村当第一书记，争取早
日带领谷莫村脱贫，好同周林结
婚。她向父亲立下军令状，五个
月后如果她不能把谷莫村的“贫
困帽”摘掉，她就不是王德江的女
儿……王敏走马上任刚到谷莫
村，正遇到木呷与木牛两拨人怒
目对峙。四十多分钟的时间里，
各种冲突焦点一个接一个，毫不
拖沓。难怪有观众表示：“没想到
第一集就这么精彩。”

拍摄前采风 细节妙
“土豆投票”成亮点

从成都驱车四五个小时，就
到了《索玛花开》的主要取景地
——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冶勒
乡。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摄
制组就设在群山环绕，云蒸雾霭
的湖边。导演王伟民介绍，为了
表现大凉山独具魅力的人文特色
和自然生态环境，在这里搭建了
一座现代的彝寨。为了拍这部
戏，剧组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主演
王力可、于晓光等演职人员深入
彝寨采风，到贫困山区与扶贫干
部座谈，到老乡家里了解情况，了
解彝族群众生活状况、彝风彝俗，
力求以最好的状态投入拍摄。导
演介绍，剧组还得到了国务院扶

贫办和当地相关部门的大力帮
助，获取了大量文献资料。经过
突击，主创人员对脱贫攻坚有了
深刻了解。而彝族群众的热情好
客，淳朴民风也深深感染了主创
团队。

大量的前期准备，也让这部
剧的细节格外真实。在该剧第一
集开篇，精准扶贫在柠海市彝族
聚居区如火如茶地进行，大山深
处的贫困村谷莫村召开村民大
会，投票决定明年扶贫基金的用
途——到底是种核桃树还是养扶
贫羊。经过全村二百二十二人投
票，共一百二十九票赞成，九十三
票反对，谷莫村第一书记周林宣
布明年的专项扶贫基金用于核桃
树的种植……你猜村民是用什么
来投票的？纸片？举手？都不
是，是用土豆来投票，因为土豆是
当地的主要粮食，用土豆来代替
其他作为投票物，显得特别真实
而又有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翩翩

有节奏 有冲突 有细节

《索玛花开》首播
观众感叹：
第一集就这么精彩

来自内江威远的四川小伙周延
（艺名GAI），在《中国有嘻哈》总决赛
之夜夺冠，红遍了大江南北。11月7
日，由北京门和钥匙文化传媒有限
公 司 的“ 开 门 大 吉 ”门 和 钥 匙
（Door&Key）厂牌发布暨嘻哈世界巡
回演唱会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周
延捐出奖金100万给希望工程快乐
音乐项目，将在全国建立40个快乐
工作室。

回首过往，周延说：“我曾一直以
为，那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态度，
我们做音乐的方式。”然而在30岁这
年，他的音乐和生活都经历了一场
突如其来的巨变，这场巨变也为他
的音乐和生活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突
破口。他说，自己用了十二年的时
间，从地下唱到台上，从流行到嘻哈，
是音乐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要在自己
的而立之年重新出发：“我将从今天
起充满正能量。当我的爱好变成我
的工作，我有多快乐”。在近期的综

艺节目上，他展示了自己深情的一
面，更让人们认识了一个“台上做戏，
台下做人”的礼貌大男孩。

音乐人刘洲亦有一番深刻的感
触。他坦言，《中国有嘻哈》这个节
目不仅促成了他与周延的一段音乐
机缘，同时也让他重新发现并投入
思考起嘻哈音乐在华语乐坛当下的
发展现状与未来价值空间，经过一

番深思熟虑，他决定创建国内首个
家 族 式 嘻 哈 音 乐 独 立 厂 牌
Door&Key，旨在探索嘻哈的中国
故事、中国文化的世界表达，并成立
了北京门和钥匙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研发音乐产业IP以及影视策划
与制作，将在未来3年生产 10000
首音乐作品，签约100位嘻哈音乐
人，制作100场现场演出。发布会

上，周延还做出了一个暖心又重要
的决定，将自己在《中国有嘻哈》节
目中获得的100万元冠军奖金，全
部捐给了“希望工程快乐音乐”项
目，将在全国建立 40 间“GAI·
Door&Key 快乐音乐教室”，其中
20所定向捐赠给家乡四川。

“希望工程快乐音乐”项目是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09年推出的
公益项目，资助希望小学建设“希望
工程快乐音乐教室”，开展“希望工
程快乐歌唱”活动，培养“希望工程
快乐小歌手”。发布会现场，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事业部部
长亲手接过周延捐赠的100万奖金，
并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周延表示，
希望今后更多的参与音乐慈善助力
活动，“嘻哈音乐同样是可以带给大
家很多正能量，我希望能从我开始，
让大家对于嘻哈音乐和嘻哈音乐人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我国首部以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为主题的电视剧《索玛花开》11月6
日晚在央视一套开播，第一集短短四十多分钟就相当生动精彩。导演王
伟民之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多次表示，主旋律剧一样可以拍得很好
看，从第一集的故事就能看出所言非虚。谷莫村村民之间因为评建卡户

产生的矛盾、谷莫村第一书记周林因为脱贫攻坚任务与未婚妻王敏的婚期冲突、周林意外
出车祸、父亲反对王敏代替周林去谷莫村……一个个戏剧冲突节奏明快的呈现让几十分
钟的剧情精彩纷呈。不少观众看完后直言：“节奏一点都不拖沓，没想到第一集就这么精
彩。”而剧中开篇谷莫村集体投票的情节，也能看出整个剧组对细节的把控，很有意思。

王 敏

经济学博士、柠海市发改
委投资科副科长，市委副书记
王德江的独生女儿。因家庭
环境和自幼丧母，王敏养成了
果敢干练、锋芒毕露的性格特
点，既大气又不失女性的温
柔，既坚定又有女性的细心，
面对困难敢于挑战，面对问题
善于思考。作为典型的学霸，
王敏遇事讲究科学依据和逻
辑分析，处事惯于独当一面，
行事风格简洁利落，有完美主
义和理想主义倾向。在她身
上体现了新时代年轻共产党
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
奋斗，追求梦想，为党担责，真
抓实干的优秀品质和精神。
她经过深入细致宣传，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精心指导发动，团结带领谷莫
村彝族群众同心协力、想方设
法，克服重重困难，攻克深度
贫困堡垒，最终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

马海木呷

性格直爽，内心强大，具
有用奋斗改变命运，用苦干创
造未来的坚韧性格。是彝寨
家支头人的后代，自幼便展现
出领导力，敢想敢干，富有探
索激情与冒险精神，贫穷和不
幸让他担起家庭的重任，成了
一个有责任心的小伙子。对
朋友和爱人，他有情有义，对
乡亲们的贫困，他刻骨铭心，
因此当王敏选中他做脱贫致
富带头人的时候，面对家人和
村民的反对，他虽有苦衷但依
然信念坚定、顽强地坚持，影
响和带动乡亲们，最终共同完
成了“一户都不能落下”的脱
贫攻坚任务。

王德江

王敏的父亲，柠海市委副
书记。王德江是一个典型的
马列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经
验丰富，平易近人，一个从基
层扶贫工作踏实干起的优秀
党员干部，他在工作中雷厉风
行，严格要求，对作为下属的
女儿王敏也是如此，引导多于
呵护。

周 林

王敏的同学和未婚夫。
严谨认真，曾经一心致力于脱
贫攻坚，一再推迟婚期。但在
遭遇车祸后，他的内心受到极
大刺激，重新思考和定位了自
己年轻的生命意义，甚至变得
自卑多疑。在王敏和木呷的
奉献精神感化、鼓舞下，重新
鼓起勇气，回到扶贫一线，并
最终献出了生命。

海来史布

他是个成功的商人，为人
既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
面，也有善良柔情，向往正义的
一面。他信念坚定，行动力强，
从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同时不
怕失败，也不肯服输。史布与
木呷是死对头，但最终被王敏
和木呷的扶贫意志所感染，也
投身到脱贫攻坚的队伍中。

李 俏

王敏的好闺蜜。她善于
与人沟通，头脑活络，为人热情
开朗，还有些玩世不恭，但实则
内心非常需要别人的肯定，所
以急于不断扩大事业，剧中被
人利用，遭遇打击，几乎摧毁
了李俏所有自信。王敏和木
呷等人的细心照顾让李俏一
步步重拾信心，同时村民们的
举动让李俏领悟到人与人之
间的美好关系远比利益交换
更有力量，最终她走出阴霾，
继续给予王敏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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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玛花开》主要人物简介

100万元冠军奖金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快乐音乐”项目

《索玛花开》剧照。

周延（左）现场捐出100万元冠军奖金。图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官方微博

《中国有嘻哈》冠军周延是四川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