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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冰花男孩”们先暖起来
□吉哲鹏

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的关键
期，必须做好贫困孩子吃饱穿暖的保
障工作，主动作为、及早谋划。 众人一
心，让“冰花男孩”们先暖起来，是精
准脱贫、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头发被冰花覆盖， 像顶着一丛雾凇，
脸庞被冻得通红， 眼神中却透着乐观调
皮。 这两天，一张“冰花男孩”的照片传遍
了朋友圈，一番“萌萌哒”的嬉笑之后，许
多人内心翻腾起辛酸和挣扎。
在
“
冰花男孩”走红的当天，云南省发

布了寒潮蓝色预警。 从小男孩所在的昭通 上五点半起床，步行 3 小时山路上学。 而 能止步于让贫困孩子们“有学上”， 还要
市鲁甸县转山包小学提供的照片上看到， 在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昭通 “上好学”。 孩子们是社会中最柔弱的群
学校的大门、校园里的树木上都结满了冰 市，113 万余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就有 体，他们理应得到更好的爱护。
花，教室里有孩子双手满是冻疮，一只小 小学生 13.87 万人， 占在校生总数的近
在当前向贫困发起决战的关键期，必
胳膊的下面是一张 99 分的数学试卷。
47%。
须做好贫困孩子吃饱穿暖的保障工作，主
刺眼的冰花和鲜红的 99 分， 不只是
再穷不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动作为、及早谋划。 令人欣慰的是，当地政
冰花男孩”，当地有位教师回想起自 府正加强困难群众的过冬保障工作，当地
寒冬里一碗励志的鸡汤，它将许多坐在空 面对“
调房里给朋友圈点赞之人的牵挂，系向遥 己的童年，
“回首当年石径远，天寒地冻与 青基会将统一接受社会捐赠并启动暖冬
君同”， 这说明寒冬求学的艰辛是一个老 行动，一些机构也发起定向捐赠活动。 众
远的贫寒地区。
“冰花男孩”是许多高寒贫困地区求 问题。 多年来，一双温暖的手套、一间暖和 人一心，让“冰花男孩”们先暖起来，是精
学孩子的写照，折射的是一个大问题。 在 的教室，成为一拨拨孩子的渴望。
准脱贫、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转山包小学，他并不是该校学生走路上学
大问题最怕积重难返， 老问题最怕
距离最远的一个，距学校最远的学生要早 “见惯不怪”。 我们期待，在脱贫攻坚中，不

流感高发
缺的不只是治病药

小学生致信县长，让“温暖”良性循环

□刘孙恒

近日有媒体报道，浙江金华浦江县
四年级小学生陈昕在冬夜见到仍在工
作的环卫工后致信县长，希望能让环卫
工人完成工作后提早回家。 1 月 8 日，县
长手写回信，称经过调研，在保证街道
清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对环卫工人实
施弹性工作制，安排好休息，并在每年 6
到 8 月高温和 12、1、2 月寒冷月份给予
每人每月 200 元补贴， 同时每人加发
600 元年终奖励。
这位小朋友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
懂得主动观察“社会冷暖”，以小视角窥
探社会细节，将所见融入自己的暖心之
中，产生善良的“所感所想”。 更难得的
是，他又将“所感所想”变成了实打实的
行动，还是以“给县长写信”这种直接而
又参与感满满的形式来呈现。 在“关心
他人”的情感依托之下，进行小切口并
接地气的“主动作为”，显然多了一份温
度和厚度。

入冬以来， 我国流感活动水平上升
较快。记者走访发现，一个很让市民焦虑
的问题， 是多位专家推荐的抗流感特效
药奥司他韦已经在很多医院开不到，在
药房更是买不到。
抗流感特效药为何会出现断货？ 有
流感疫苗的接种率不高、身体素质欠佳，
从而导致身体抵抗力不足， 人们难以抵
抗流感病毒的主观原因，也有气候异常、
病毒异变导致短时间患者增多， 以至于
一时之间供不应求的客观因素。 由此可
见，流感高发，缺的其实不只是治病药。
从个人角度来说，天气骤变时，自己
有没有做好防寒准备呢？ 如果年纪轻轻
就被流感所击倒， 是不是也与长时间不
锻炼身体，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有关？而
儿童、老年人、孕妇等又是流感的易感染
人群， 家人有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与照
顾？
生病了，当务之急自然是看病就医，
赶紧听从医生的嘱咐，该吃药吃药，该打
针打针，尽快把病从身体中抽离出去。但
等到身体好了之后， 恐怕还需要反思自
己日常的生活方式，比如是否健康、是否
有规律、是否科学。 毕竟，依靠药物治疗
终究是“亡羊补牢”之举，唯有一个强健
的身体才是治本之策。
再说抗流感特效药供应体系上的问
题，其实和“救命药”频频短缺的问题相
似。 虽然流感暴发、 患者突然增多属于
“
不可抗力”，但在科技发达、医疗技术已
经大为进步的今天， 相关的预防性工作
也不是完全不能做到。 而药品又不同于
其他东西，是用来治病救人的，动辄关乎
患者的生命健康，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所以，也理应充分发挥“无形之手”和“有
形之手”的双重力量，构建一个健全的监
管体系，时刻保证药品的供应平衡。
一个事实毋庸置疑， 一个人抵抗风
险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形下，就需
要公共部门做好应急预案， 随时应对各
种可能突发的公共事件， 将社会危害性
降到最低。
希冀就此建立一个长效机制， 最大
限度地避免药品短缺事情再次发生。

□王彬
县长的手写回信，将这件事推向了
高潮，也划上了较为圆满的句号。 回信
中表明，对环卫工人形成了更合理的机
制，也多了补贴的新规定。 应对举措本
身不仅践行了人性化的追求，更进行了
兼顾制度性与常态性的规范，也算得上
是“灵活听取”群众意见的典范，值得借
鉴。
如此一来，给予环卫工人的便是长
久的温暖。 而且，这样的回应与措施对
这名小学生来说也是一种尊重，是对他
热爱社会和参与社会的最大鼓舞。
当然，还是要强调一点，政府部门
自身需明晰，对环卫工人等社会公共服
务人员的管理，最主要的方法还是得通
过及时观察与调查来进行积极调整，主
动连贯的措施和接地气的状态都必须
有牢靠的常态化的保障，而不能仅靠群
众来信或者舆论监督驱动。 这样的反思
要是也能跟上，那才是真的“温暖”，同

时还是对小朋友期望的又一层宽慰。
类似的“暖心”沟通和行动多一些，
有助于铺垫和营造政府与民众相交相
连，彼此敞开心扉，让信息真正上通下
达，让合理的建议甚至是批评得以流通
的社会氛围。 这种氛围如果能真正形
成， 在提升民众自身权利意识的同时，
也会让民众多一份社会责任感和人文
性关怀，让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
服务水平得以细致化的健全和完善，在
规范改进社会短板，助力整个社会“更
上一层楼”上发挥微小但坚定的力量。
“小学生致信县长”这事，是良性运
行的社会状态的一个现实缩影，其也是
在启示和激励我们，良性社会状态的实
现，既需要民众责任意识的苏醒，也需
要政府的主动配合， 两者相互促进，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 让社会责任感成为
共同的价值追求，“温暖”的良性循环以
及无限扩散才可以真正期待。

“编小说”式年终总结是形式主义的配合演出
□土土绒
据报道， 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的检
查，有单位雇临时工、大学生赶制台账，
动员群众“帮忙站台”，请广告公司炮制
光鲜年终总结……“编呗，就像写小说
一样”，工作人员直言。 这种种乱象让人
瞠目结舌，惊呼
“还有这种操作？ ”
考核的目的，本是为了梳理一年来
的工作情况，借以表彰先进、激励落后，
引导下一步工作。 但弄虚作假的迎检材
料，既无法准确反映过去的工作，也无
法正确指导下一步的工作，反而可能误
导决策，费时费力。 这背后，是典型的形
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祟。
不切实际、标准任性、指标失当的
“奇葩考核”，说到底还是“你知我知”的
走过场， 还是一场步调一致的配合演
出。 也正是“奇葩考核”的存在，“迫使”
基层部门把全部“智慧”都用在了迎接
检查上。

这么多的年终总结，要在短期内完
成，其准确性和真实性可想而知。 而上
级部门只看材料不看实际工作的做派，
也就催生了“干得好不如说得好”“一年
努力不如一篇总结”的捷径思维，“写材
料”成为不少基层工作者的主要工作之
一。
过多过滥的考核，导致一些地方不
得不“以文件落实文件”“以纸面代替行
动”，真正的业务工作反而被忽视了。 这
样的考核再多，又能考出什么来？
下属部门如何疲于奔命，一些领导
并不关注，只要获得上级部门的首肯就
行。 至于基层部门究竟做了多少实事，
老百姓满不满意， 有什么改进意见，就
更不在考虑范围了。 还有基层干部直
言：“不少考核其实不是为了推动工作，
而是为了刷上级部门的存在感。 ”
归根结底，我们政府部门的所有工

作都是为了民众，最根本的考核，是公
众满不满意。 所以，与其煞费苦心地设
置那么多“奇葩考核”， 还不如问计于
民，以群众满意、而不是领导满意为根
本检验标准。
而只有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
积弊， 从一些为政者的工作思维中剥
离，才能铲除“奇葩考核”的土壤，进而
也就不会长出“请大学生赶制台账”“请
广告公司炮制年终总结”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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