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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18 日晚 8 时，第 18
届亚运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
达如期开幕。这是 1962 年第四届
亚运会后，这项赛事第二次来到
雅加达。时隔56年，这座位于南半
球的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为亚洲
乃至世界呈现出怎样的一届体育
盛会，当然备受关注。然而，一届
综合性运动会，无论开幕式多么
精彩，最终还是要回到比赛这个
核心上来。而就中国军团来说，称
霸亚运会，36年来已成家常便饭。

自从 1973 年 11 月 16 日亚运
会理事会（现亚奥理事会）在伊朗
德黑兰举行特别会议上确认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为亚运会联合会会
员以来，尤其是 1982 年第九届新
德里亚运会中国首次以61金、51
银、41 铜首次超过此前历届亚运
会上占据榜首的日本，成为亚洲
体坛新霸主后（中国军团一直到
现在都没有让金牌榜和奖牌榜第
一旁落过），这也拉开了中国体育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序幕。而四
年后的北京亚运会更是冲出亚
洲、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

而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改
革开放初始，各项事业百废待兴，
却也使国人“团结起来、振兴中
华”的热情高涨。随着各项事业逐
渐走向正规，体育也迎来了春天。
我国体育健儿在第九届亚运后的
两年，即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
还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
突破。在那届奥运会上，中国军团
以 15 块金牌、8 块银牌、9 块铜牌
共计32枚奖牌的优异成绩，位列
金牌榜第四位。而那届奥运会奖
牌的获得者，基本都在经历过新
德里亚运会比赛的洗礼。

近些年，无论是8年前中国作
为东道主举办的广州亚运会，还
是上届的韩国仁川亚运会，中国
军团摘金夺银如探囊取物，无论
是金牌还是奖牌都遥遥领先。不
仅如此，中国选手在亚运会上的
成绩也可圈可点，每届亚运会都
有我国选手打破亚洲乃至世界纪
录的消息传来。而且，像传统优势

项目，如乒乓球、跳水、体操、羽毛
球、举重等，还属于世界水平甚至
世界顶尖水平。而且，我国选手在
游泳、自行车、柔道、赛艇、皮划
艇、摔跤、击剑、跆拳道、蹦床等项
目上，也具备了世界前列的水平。

然而，作为亚运会的老大，中
国军团绝不该满足于每次金牌和
奖牌榜的第一，而是要在亚运会
这个“小考”中不断检验各项比赛
的质量，以此积累经验，提高成
绩，为两年后的奥运会这个“大
考”做足功课。这不仅是体育的国
家战略之考量，也是提升亚洲总
体竞技水平，体现中国体育由“量
变”到“质变”，由体育大国向体育
强国迈进的考虑。对此，中国军团
需要承担起责任来，起到榜样的
作用，为亚洲各国树立标杆。

亚运会已成为亚洲人民和运
动员推动亚洲体育事业发展、增
强团结、友谊和了解，维护亚洲地
区和平的重要赛事。但必须清醒
地看到，除了中日韩，以及西亚、
东南亚各国选手在某些项目中具
有世界水准外，不少项目，如田
径、三大球、游泳的一些项目等，
都存在不足。有些项目即便在亚
洲，都不是很强，如三大球；上届
亚运会中国队三大球“零金牌”就
是证明。不仅中国，即便是亚洲其
他国家，在世界上还属于追赶的
状态。而这些项目，都被视为衡量
一个国家体育是否真正强大的标
尺。况且，即便是一些传统强项，
除了乒羽、跳水外，到了世界赛
场，并非总能傲视群雄。

由此，中国军团当提升亚运会
比赛“含金量”。中国获得本届亚运
会金牌和奖牌第一毫无悬念，但
是，如何提升各项比赛奖牌的含金
量，把标准再提高，力争世界水准
且是更高标准，当是本次中国健儿
参赛的一个重点。两年后的东京奥
运会为时不远，以亚运会为契机，
瞄准奥运会，在奥运会上出彩，才
不至于仅仅陶醉在亚运会的荣耀
中。而这，才是亚洲体坛霸主当有
的视野、魄力、远见。

中国军团当提升
亚运会比赛“含金量”

◎刘天放

近日，山东省委印发的一份红头
文件引发关注。这份“意见”，除了进一
步提出“破格提拔”“物质奖励”等激励
措施外，还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
头落实带薪休假政策，文件中提到，各
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应休尽休”。

休假本是一项任何人都不可剥夺
的法定权利。带薪年休假，是指劳动者
连续工作一年以上，就可以享受一定
时间的带薪年假。为了从法律上保障
劳动者带薪年休假的权益，2007年12
月，国务院通过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2008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公布了《带薪年休假条例实施办
法》，对带薪年休假作出了更加明确的
规定。 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好处多
多。对职工而言，会休息才会工作，休
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享受带薪休假，
可以使身心得到调整，干工作会更加
富有效率。对单位而言，落实职工福利
待遇，可以更好地调动职工工作积极
性。对社会而言，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有利于刺激消费、促进服务业发展、推
动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

尽管带薪休假的好处多多，但
2015年人社部调查显示，全国的落实
率却仅有 50%，令人感到吃惊和惋
惜。带薪休假落实率不高，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许多领导都不休假，下面
的人不敢休假，担心自己休假会给领

导留下工作不勤奋的印象，进而影响
到自己的升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要自领导干部始，需要领导干部起到
带头作用。

一方面，领导干部“应休尽休”大
有必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
不断推进和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各
级领导干部面临的挑战增多，承受的
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心理健康状况不
容乐观。领导干部长期加班工作，心理
压力难以纾解，心理疲劳难以消除，容
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轻者影响工作
效率和家庭生活质量，重者出现异常，
甚至导致自杀现象的发生。对此，领导
干部要通过休年休假和周末、节假日
假，及时释放压力，调整放松心情，保持
身心愉悦，保证自己工作时间始终保
持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干事创业
大潮中去。

另一方面，用领导干部带头休假
带动干部职工休假。“上为之，下效
之。”领导干部长期无休，个别领导甚
至公开要求干部取消节假日，只会导
致一般公务人员乃至企业员工苦不堪
言。领导干部带头休假，是对干部职工
休假的引导和鼓励。各级领导干部只
有带头休假，才能带动其他干部职工
休假，才能打破工作忙不敢休假，工作
多无法休假的状况，使大家愿意休假、
放心休假。

带薪休假要自领导干部始
◎向秋

“不看新闻联播的一般是下等人。”，
他们不需要知道天下大事，他们也不会做
大事，做大事的人在中国得看新闻联播。”
自称“通信行业观察家、飞象网CEO”的项
立刚上周六晚发布一条微博，其中关于

“下等人”的说法引发众多网友质疑。项立
刚回应称，他定义的上等人是“做实事、有
理想、有担当的人。再次勇敢面对人生自
强不息的人。最后爱自己、爱家人、爱家
乡、爱国的人；下等人则是懒人、贪婪、不
知感恩、不担责任的人”，云云。

“不看新闻联播的一般是下等人。”说
过此话，自称专家的项立刚“后悔”了。的
确，如他所回应：“没想到事闹这么大，不
过是争论的气话。”也许，他就是说了一句

“气话”，但“气话”中却透露着一种无知的
傲慢和盛气凌人。在其看来，自己是“专
家”，本是“上等人”，有着如此等级观念的
人，当然会居高临下、脱口而出，说他人

“下等”。
没错，人是有等级。一官、二吏、三僧、

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
丐 ，在三教九流中，连当今最红的演艺明
星都不过“下九流”中人，教师这个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都被称为“教书匠”，但这都是
在封建旧中国。可今日，自从1949年10月
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
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今天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成为国家的主人，妓院都被废除，就连
妓女也脱胎换骨成为了全新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同在共和国的蓝天下，中国
公民就是公民，再不分什么三教九流、三
六九等。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一份
报告上亲笔写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
最愚蠢”的批语，充分肯定了普通劳动者
的地位。1959年10月26日，全国“群英会”
上，国家主席刘少奇握着掏粪工时传祥的
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
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
一句话，说得清清楚楚，国家主席和掏粪
工并无等级之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我
们不否认，今天实际中还存在许多不平等
的事，但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
的，今天，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依法治理，
公民各方面的平等权利日臻完善，没有人
敢说我国公民是分“上等人”“下等人”的。

那么，话说回到“不看新闻联播的一
般是下等人。”项立刚你依据的是什么？

《新闻联播》作为国家重要的新闻窗口，作
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条纽带，人们当然
需要看。但现在网信事业高度发达，党和
国家新闻宣传的窗口也不止《新闻联播》
一个，人们有着更多的选择权，难道除了

《新闻联播》，看其他新闻就不知道天下大
事、就不会做大事了？况且，前不久新闻报
道，我国有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还在点煤油
灯，他们根本看不到《新闻联播》，难道他
们就是“下等人”、不会“做大事”？

看着《新闻联播》做坏事，甚至上了《新
闻联播》还做坏事，这样的情况就不必说
了。最后只想再问一句：项立刚你究竟凭什
么说“不看新闻联播的一般是下等人”？愚
以为，项立刚，至今心怀“上等人”“下等人”
陈腐观念的“项立刚”们，在论人之等级的
时候，还是先给自己补一补中国历史和宪
法的常识课，不要太自以为是了。

日前，羊城学堂系列讲座在
广州图书馆开讲。广州市教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樊群以《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打造具有广州特色的
现代化教育之城》为专题进行了
宣讲。现场家长众多，樊群建议家
长们，学习之余，要多让孩子跑跑
跳跳，不要盲目到校外培训机构
过度“进补”。

“学习之余，要多让孩子跑跑
跳跳”是对孩子成长有利的很好建
议，“跑跑跳跳”是孩子的“必修课”。

孩子成长，首先成长的是身
体。身体的成长只有在“跑跑跳
跳”中才能更健康，更茁壮。有了
健康茁壮的身体，才能拥有幸福，
拥有未来。让孩子到田野去跑，让
孩子到公园去跳，这应该是孩子
成长之必须。看看成长中的孩子，
很少有闲着的时候，不是跑，就是
跳，这是孩子成长的天性，我们应
该尊重这种天性，我们应该顺从
这种自然规律。硬把孩子放进补
习班，是扼杀孩子天性，是逆自然
规律之举。作为家长，不应该做孩
子成长的“凶手”，应该做孩子成
长的“助手”。

孩子只有在“跑跑跳跳”中，
才能学会勇敢，学会创新，开阔视
野，接受自然，成为健全的人。孩
子是一个自然人，因此，必须接受
自然的滋养，他才能更健全，更健
康。孩子在跑跑跳跳中，学会勇敢
向前，探索自然，创新思维。因为
只有在跑中，才能跑出自己的观

察天地；在跳中，才能冲向天空，
感悟空气的力量。鱼缸中不会有
大鱼，唯有大海中才能大鱼遨游。
让孩子走向大自然，在大自然中
跑跑跳跳，才能视野开阔，才能情
感博大，才能思想坦荡。

没有跑跑跳跳，就不会有抵抗
挫折的能力。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是
什么？不是金钱，不是时间，不是知
识，而是扛挫折的能力。只有具备
这个能力，人生才能不怕风雨，踏
平坎坷，走向胜利的彼岸。这种抗
挫折的能力，不是教师点拨出来
的，不是教室培训出来的，而是在
跑跑跳跳中沉淀出来的。在跑中，
会遇到各种羁绊；在跳中，会遇到
没有预料的地面；但是，正是在这
种羁绊与不可预料中，孩子接受了
锤炼，沉积了抗挫折的能力，从而
能够更健康的成长。

“跑跑跳跳”是孩子成长“必
修课”。课间，学校应该让孩子尽
情的跑跳，不要因为“安全”就阻
止孩子的“好动”；家庭应该让孩
子有时间跑跳，不要因为“前途”，
就把孩子送进“培训机构”；社会
应该给孩子打造跑跳的空间，不
要因为“利益”，就失落了对未成
年人成长的责任担当。

“跑跑跳跳”是孩子成长“必
修课”。伟人是从田野中跑来的，
英雄是旷野中跳出的，精英是从
跑跳中成长的。为了孩子的幸福
未来，为了孩子的事业美丽，为了
新时代的征程精彩，请让孩子有
更多的时间跑跑跳跳！

“下等人”论者需补一补常识课
◎贾合祥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河南平顶山一惠民安置小区在未取得相关手续
的情况下，于2011年以“旧城改造”的名义开工建设，目前两栋安置楼主体完
工但“五证”皆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后项目停滞。2015年该项目陷入烂尾，拆
迁群众多年生活困顿，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却频遭“踢皮球”。 新华社发

“跑跑跳跳”是孩子
成长“必修课”

◎殷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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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政务也需“一App通办”
◎储旭东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App
的数量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但与此
同时，App同质化的现象也较为严重，
就拿互联网通讯领域来说，各大知名
互联网公司均有自己的App品牌，但
毫无疑问的是，谁的功能更强劲、设
计更人性，那么受众就会更广泛、普
及度更高，毕竟没有用户希望同类应
用“摆一屏幕”。

同样的道理，却在政务App上让
人犯难。据《人民日报》报道称，有村干
部展示他的手机，上面安装了10多个
政务APP，涵盖了党建、财务、民政、社
保、综治、计生、环保等不同领域。根据
要求，该村干部需定期通过这些APP，
填写上报有关工作情况和基层群众生
产生活情况。“政务APP太多了，有时
连账号密码都弄混了。每天围着这些
APP转，哪还有时间走村串户。”这位
村干部抱怨说。

如果安装App是为了自己用，那自
然会符合市场规律，哪款品质良好、用得
顺手便用哪个。但政务App则不然，每一
款App的安装，都是为了工作的深入开
展，并不存在市场选择机制，哪怕同质化
再严重，也自然是舍去谁都不行。当然，
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各级各部门在
掌上办公领域的努力，毕竟有了政务
App，工作的效率必然会得到大幅提升。
但我们也要看到，越往基层走，工作人员
越是“分工不分家”，基层干部身兼数职
是常事，太多的App，也会间接催生重复
填报、要求不一等“填表牢笼”困境。

近年来，随着“放管服”纵深推进，

“一网通办”也成了“互联网+政务”的
新名片，给广大群众带来巨大的服务
便利、更快捷的办事体验，而部门之间
的不少信息壁垒也逐一打通，让“群众
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成为政务服务最
动人的口碑。对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
持的确重要，但也更应当放大覆盖面，
同步加强对干部队伍自身的工作支
持。实现“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说明
畅通部门信息渠道并非难事，何妨更
进一步、更快一些让“一App通办”成
为现实，给基层工作来个提质增效，为
基层干部减减负？

“一个App管到底”，这是广大基
层干部的呼声。不妨进一步加大政务
App的整合力度，进一步对掌上平台
进行梳理，把那些可有可无、用处不广
泛、长期无人问津的 App 尽快取消、

“下架”，留下那些常规性使用的App，
进行深度融合，真正让“最多录入一
次”成为现实。当然，整合成一个App
不是简单“装个框子”“套个外套”那么
简单，要不断增强应用的功能，提升实
用性，既要确保录入的信息、资料满足
于各级各部门调取的基本需要，也要
提升“算法”的精准度，让数据的“前
台”和“后台”都能提升工作效率，更要
做好设计，突出人性化使用，让App不
那么“面目可憎”。可以说，政务App要
实现“叫好又叫座”尚有一段路要走，
还需多听听来自基层干部这些“用户”
的声音。只有这样，政务App的功能、
用途才能更加贴合基层期盼，更好地
提升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让数字化办
公水平更上一层楼。

8月22日，中国选手戚昕舣(中)在颁奖仪式上。新华社 发

官话，即一些用词僵化、结构陈
旧、千篇一律的“官样”话语。社会生
活中，人们不时接触到官话。出现事
故没有不“高度重视”的，会议讲话没
有不“重要的”，开展工作没有不“积
极的”。这些言之无物的官样语言，陷
入了严重的格式化、程序化，既损害
了官方表达观点、传递信息的有效
性，也时常遭致公众的反感。

人们之所以反感官话，在于官话脱
离现实语境，缺乏实质内涵，让公众觉
得说了相当于没说，无法满足公众的知
情权。此外，官话也造成了干群之间情
感的疏离。比如，一些负面舆情发生后，
通报不在如何解决问题、举一反三上娓
娓道来，反而对领导干部如何“高度重
视”夸夸其谈，则显得文过饰非。久而久
之，人民群众难免会产生本能的反感。

官话属于“正确的废话”。一些官员
热衷于说官话，源于他们不敢担当作
为、不敢直面问题，只满足于表达一些
朦胧的语言。说官话没有风险，也不需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需要掌握一定
模板便可应对诸多场合。久而久之，一

些官员对官话产生了一种思维惰性，甚
至沉溺在官话的世界无法自拔。

语言是作风的窗口。擅长用什么
样的语言面对公众，彰显着什么样的
工作作风。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政
府机关都能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言语
实现宣传政策、回应诉求的目的。但

也有一些官员，工作思维僵化、作风
不严不实，深陷官话的“桎梏”而毫无
察觉。而类似的话语风格，每当出现
在公众的聚光灯下，就难免被遭到舆
论的调侃乃至批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
都在提倡“短实新”的文风。无论是两会

会场代表委员的“脱稿发言”，还是制文
发文要求短小精悍，都是在力避官话体
系中的夸夸其谈、装腔作势。各级党员
干部，更要自觉克服官腔官调，多说群
众听得懂、听得进的大实话，在思想上
抵制官话，在作风上更加务实，才能以
实干实绩赢得群众衷心的认可。

少说“官话”多说“实话”
语言是一门艺术，说话是一种技

巧。然而，少数党员干部开口闭口就是

些大话、空话、套话，冠冕堂皇的话，模

棱两可的话，这些“官腔官调”不免令人

抵触、厌恶，甚至是憎恨，因为它不仅体

现出一些党员干部光说不练、夸夸其谈

的虚浮作风，还会伤害党和人民群众之

间的感情。

◎汪东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