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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而在此
次成都市成华区疫情防控工作
中，就有不少退役军人的身影。

在成华区管控小区锦绣上
城防疫工作中，有一支退役军人
战旗红志愿服务队。服务队里15
名退役军人主动请战到疫情防
控一线，他们分散在6个不同工
作组中，为防疫提供支持保障。

对于老兵们来说，不管是部
队服役还是疫情防控，脱下戎装
都不改军人本色。

锦绣上城小区位于成都桃
华街88号，这里属于成华区府青
路街道，按照相关防疫要求，该
小区实施“足不出户、上门服务”。

7月25日，成都市成华区双
水碾街道一行80余人支援锦绣
上城小区，其中就包括15名退役

军人。这群退役军人年龄最小的
29岁，年龄最大的53岁，都属于
双水碾街道退役军人战旗红志
愿服务队成员。

7月31日临近中午，小区外，
34岁的退役军人张朝品正在搬
运一件件矿泉水。张朝品是贵州
遵义人，2008年在成都当兵后，
慢慢扎根成都。张朝品是这个点
位的综合协调组组长，主要负责
综合协调保障工作。从7月26日
开始，张朝品每天都写工作日
志，“7月26日，4名采样登记员到
管控小区内以敲门入户、一户一
管的方式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
及抗原体检测……”

除了他以外，另外14名退役
军人也坚守在这里，分散在安全
保卫组、特需服务组、心理疏导

组、垃圾处置组和后勤保障组等
多 个 工 作 组 中 。他 们 并 肩 作
战，保障物资配送、特殊人群
帮扶、配合上门核酸采样等都
是他们的工作。

据了解，整个小区一共有
602户1254位居民，由社区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协助小区居民日
常生活物资采购及相关保障工
作。小区内3栋楼的疫情防控相
关负责人张新华、张桥、黄飞，也
都是退伍军人。

在成都生活了10多年，张朝
品也在这座城市安了家。“在新
的岗位上，我将努力完成好抗疫
任务，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阻击
战。”张朝品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张直

明码标价向学生
索要红包

是对师德红线的践踏

学生的感恩应该是发自内
心的，而不是被所谓的“习俗”所
绑架，更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雷克萨斯车祸救人者遭网暴？
不应以结果去苛责施救者
无论当时的现场细节如

何，结果如何，杨先生等人尽
力救援已经是善行义举，谁也
不应该以结果来苛责施救者

让“躺平者”现形，让有为者
“有位”，需要划出一些硬杠杠

评选“躺平”干部，不能只是形式上热闹

多地查处公务员省考违纪考生
对破坏规则者就该严惩不贷

公务员考试，不只是承
担为国选才的重任，还寄托
着公众对新晋公务员的道
德期许

7 月 27 日早上 7 点，成都市
金牛区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
狂风暴雨下，蜀西路主道上3棵
树木倒伏将道路阻断，整个蜀西
路主道进城方向瞬间排起了“长
龙”。此时，拥堵车流中的一辆大
型吊车上走下来三位师傅，在倾
盆大雨中不断地比划着，堵在一
起的车辆驾驶员也积极配合三
人的指挥，硬是在蜀西路主道上
开辟出一条通道，让吊车开到了
倒伏的树木旁边。

这时，成都交警二分局的执
勤交警也赶到现场，并与三位师

傅商量利用吊车上的拖绳，将横
在路中的树木拖移到道路一侧，
尽快恢复交通。为了保障拖移树
木的安全，执勤交警在现场设置
警戒区域，指挥车辆和行人避让。
拖移树木的时候，周边热心的市
民也纷纷加入，在风雨中，有的帮
忙捆绳，有的协助指挥。很快，横
在主道的3棵树木就被拖开，道
路安全隐患消除了，蜀西路的交
通也逐渐恢复正常。

经了解，吊车上的三位师傅，
分别是驾驶员赵林森及同事张成
万、张建。交警对三位师傅表示感
谢，他们说：“没事，谁遇到了都会
这样做的。而且，不是路上其他驾
驶员的配合和那么多热心市民的
帮助，我们也弄不了。”

在此，成都交警向三位师傅
和参与帮忙的热心市民表示感
谢，也希望广大市民弘扬助人为
乐精神，共同参与城市文明建设，
共创更加畅通、有序、文明、和谐
的交通环境。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张肇婷 实习生 赵云帆

主任500、科任老师300，如果是老
师开车去的话，一般是补200元或100
元的油费……江西修水县一名学生爆
料称，有人以班长口吻在班级群里发
布群公告，建议各位同学在升学宴上
给老师包红包。如此明目张胆索要红
包，令人惊诧。针对此事，当地教体局
进行了调查核实，确认情况基本属实，
目前县纪检监察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据报道，安排班长发出这段话的
是补习班的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认
为因为家长一般不会给补习班老师
红包，所以想代大家说一说，“因为老
师也不容易”。可见，当地升学宴上给
教师红包或许已成为一个习俗。

教师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是
明显的违规行为。学生在校时，教师索要
或接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最后必
然滑向对学生区别对待，损害教育公平，
破坏教育生态，增加家长负担，败坏社会
风气。即便是毕业后，公然在班级群里索
要红包，同样是对师德红线的践踏。

对于毕业后，教师能不能收学生
的礼品礼金，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
看法，有人拿古代的“束脩”来辩解。需
厘清的是，古代的“束脩”，类似于给教
师的酬金。然而，当下，教育是由国家
举办的公共事业，教师多是公职人员。
就算是民办学校，教师工资也由学校
发放，学生已经缴纳学费。因此，旧时
的“束脩”不能成为教师索要收受礼金
的挡箭牌。从情理上讲，学生感激、感
恩教师的付出理所当然，教师的默默
付出也值得学生的感激、感恩。但是当
感激感恩变成明码标价、明目张胆地
索要红包，就完全变了味道。

有网友在新闻后留言称，这在当
地很正常。如果，这种习俗在当地真
得到了默认，一件违规之事变得习以
为常，不给倒显得不正常了。明文禁
止的事，却成了“潜规则”，这或许也
说明当地的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还存
在不少问题。这也提醒当地纪检监察
部门对这种现象进行彻底地调查，真
正治一治这股歪风邪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
员 李一陵

相关报道见05版

近日，一段事故救援视频在网
上引发争议。据报道，在柳北高速
广西贵港段，一辆雷克萨斯商务车
发生事故后车门锁死，3人被困车
内，过路司机救出2人，1人不幸遇
难。现场视频在网上传播后，拍摄
视频并喊人救援的司机，包括现场
其他参与救援的司机都不同程度
地被网暴，特别是第一位下车喊人
并拍视频的司机杨先生（化姓），更
是遭遇指责。面对网友的种种质
疑，杨先生给与了回应——拍摄是
为了记录现场，之所以喊人，是因
为仅凭他一个人的能力救不了车
里的人。

其实，从现场视频也可以看
出，当时情况十分紧急，在车辆随
时可能爆炸的情况下，几位司机
冒着极大的风险，不顾自身安危
在尽最大努力救人。但是，我们不
能因为结果不完美就去倒推救援
人员有错，更不能因此去指责他
们。更何况，杨先生等人救出了两
条宝贵的生命，可以说是不幸中

的大幸了。
实际上，无论当时的现场细

节如何，结果如何，杨先生等人尽
力救援已经是善行义举，谁也不
应该以结果来苛责施救者。假如
救人就要保证全部救援成功的
话，谁还敢轻易施救呢？人们总想
着是不是换个方法就能把人都救
出来了？是不是再努力一点就行
了？然而，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
望，却不是现实。

不幸之所以为不幸，就是因为
当事人在当时情况下对其无能为
力。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无法改
变已经发生过的事。此时此刻，我
们只能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接受
现实，更重要的是，应该承认冒险
施救的杨先生等人是英雄，他们值
得大家送上最真诚的敬意。

目前，事故原因以及相关技术
方面是否存在问题仍有待调查。如
果现场救援确实有不完美之处，专
业救援人员有更好建议的话，可以
进一步提出，为以后的类似救援提
供参考。但这些并不影响杨先生等
人救人行为的性质，那些网暴他们
的人，反而是在打击人们见义勇为
的勇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
员 土土绒

7月29日，记者从成都市商
务局获悉，成都天投中油能源
有限公司剑南加油站等106座
加油站创建为首批“绿色标杆
加油站”。

值得注意的是，评选为“绿色
标杆加油站”的各站，在油气回收
装置正常运行前提下，不受市级
夏季臭氧污染和冬季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

有关强制性减排措施限制。
按照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等4部门《关于开展成都市绿
色标杆加油站评价工作的通知》
（成经信能源〔2022〕8号），2022年
2月~6月，成都市经信局会同市
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市市场
监管局组织实施了首批“绿色标
杆加油站”创建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近日，公务员省考笔试成绩
密集放榜。据报道，随着笔试成
绩的出炉，部分地区也晒出本次
考试和阅卷期间查处的违纪违
规问题。比如，海南省考试局在
官网公布了一份50人的公考违
规违纪考生名单和处理意见。湖
北省公务员局和湖北省人事考
试院连续发布两则公务员笔试
应试人员违规违纪行为拟处理
公告，拟对75人违规违纪行为作
出处理。

无论“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
继续答题”，还是“在规定以外的
位置标注本人信息”，无论“在考
场内携带作弊器材”，还是“作答
内容雷同”……这些行为均属违
规违纪，相关人员被处理，一点
都不冤。

公务员考试违规违纪，后果
很严重。根据中组部、人社部发
布的新版《公务员录用违规违纪
行为处理办法》可知，抄袭他人
答题信息或者协助他人抄袭答

题信息；查看、偷听违规带入考
场与考试有关的文字、视听资
料；抢夺、故意损坏他人试卷、答
题卡（答题纸）、草稿纸等考场配
发材料或者他人使用的考试机
等设施设备等等，只要考生存在
上述行为中的一种情况，即被取
消本次考试资格，并且在五年内
限制报考公务员。一言以蔽之，
动歪心思，就得付出吃不了兜着
走的代价。

近年来，公考升温，很多人
希望通过公考“上岸”，这是人之
常情，但不能剑走偏锋。不端正
态度，不踏实备考、老实应考，而
想抄近道、走捷径乃至踏上歪
路，通过作弊等手段，必是危险
的。相关部门严肃考试纪律，对
违规违纪者零容忍，值得称道。
幸亏那些作弊者被发现了，否则
连最基本的考试公平都不遵守
的人，一旦当上公务员，如何能
指望他们在日后工作中严守公
平正义？

公务员考试，不只是承担
为国选才的重任，还寄托着公
众对新晋公务员的道德期许。
公众希望那些考上公务员的
人，不仅拥有超群的才华、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还希望他们

拥有相匹配的道德品质。如果
缺乏敬畏意识，也可能会辜负
公众的期待。

严肃公考纪律，除了盯住笔
试，也要盯住面试。为更好地捍
卫公考尊严，有关部门可在制度
设计上发力，避免面试环节产生
可能作弊的空间。

当前，人们参加公务员考
试，除了希望自己有明亮的未
来，还因为相信公考是公平的、
严肃的，是值得期待的。从这个
角度看，维护公务员录用工作
的公平公正，严把公务员队伍
入口关，除了确保公考的严肃
性，还能托起人们的希望，塑造
他们对公平正义的信仰。如果
这种直接关乎考试前途的考
试，让作弊者得利，势必对社会
公平造成影响，也会打击公众
向上的动力。

公务员考试再热，录取率再
低，只要全过程都实现了公平正
义，落榜者也会愿赌服输。对破
坏规则者严惩不贷，对钻空子、
走歪道者毫不留情，对“萝卜坑”
现象彻查到底，才能让公务员考
试更有公信力，从而实现多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王石川

据媒体报道，近期，江苏滨海
县委组织部重点面向全县各级机
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在编在岗的
县管干部和中层干部，开展了寻找
身边的“躺平者”活动。7月26日，滨
海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

部长王大为对今年首批7名“躺平
者”进行集中诫勉谈话。

为政之要，莫先乎人；成事之
要，关键在人。干部应当勤政有为，
积极干事创业。倘若不作为不担
当，平平安安占位子、庸庸碌碌混
日子，群众门难进、事难办，处处都
是“玻璃门”和无形的墙，最终伤害
的不仅是当地政府形象，也可能是
一个地方的发展前景。领导干部中
的“躺平者”，其实就是为官不为的

“鸵鸟”，这不仅是办事态度问题，
也是工作作风问题，更是吏治腐败
问题。

只有让那些“躺平者”挪位让
贤，才能让实干派真正有用武之

地。对领导干部“躺平”说不，严明
纪律、严格监督、严肃惩戒，时常抻
抻某些干部的“懒筋”，避免懒政思
想滋生，因此十分必要。不过，根据
介绍，滨海县此番“躺平者”的评选
方式为通过群众推选、单位评议、
组织评定相结合的方式来认定，可
能只是浅层的热闹，难以触及干部
作风建设的制度根本。

寻找身边的“躺平者”，虽然借
用了网络流行语“躺平”一词，活动
内核其实不算新鲜。2009年2月，山
东济宁市召开转变干部作风动员
会，会上通报了“十差干部”名单，
并随后在地方媒体上公布。

滨海县此次首批7个“躺平

者”，试想，如果滨海县只有7个干
部属于“躺平者”，当地群众满意度
应该比较高，这与开展寻找身边

“躺平者”活动的必要性，是否自相
矛盾？如果没有科学的评价标准，
那结果更多是主观大于客观。经

“群众推选、单位评议”，再到“组织
评定”，不免让人怀疑，谁有最终决
定权，谁就拥有“评定标准”。“躺平
者”的标签固然不会无缘无故贴到
某个人身上，但那些人缘好、后台
硬的“躺平者”大抵不会被贴上。退
一步说，就算评选公允客观，选出
的恐怕更多是一些“苍蝇”中的“躺
平者”。

指望通过人为树立几个反面

典型来震慑干部，多少有些不实
际。如果这7个人的内心里不服气，
相反会一肚子怨气；对其他干部，
同样不会产生普遍意义上的威慑
力。干部监督应该是有硬指标的硬
约束，而不是全体不记名投票“选
出一个人”就好。

评选“躺平”干部，形式大于实
质。也许主观上的出发点很好，若
论实际效果，恐怕不大。让“躺平
者”现形，让有为者“有位”，需要划
出一些硬杠杠，完善干部监督制
度。评选“躺平者”固然热闹，却难
说有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
员 舒圣祥

脱下戎装不改军人本色
成华区有一支退役军人战旗红志愿服务队

成都106座加油站创建为
首批“绿色标杆加油站”

三位吊车师傅冒着狂风暴雨
开辟出一条通道

吊车师傅帮忙清除树木恢复交通

持续改善全市空气质量，防范重
污染天气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影
响，成都再次“上新”两个应急预案。

7 月 30 日，记者了解到，《成都
市臭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2年
修订）》（以下称“臭氧预案”）和成都
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2 年修
订）》（以下称“重污染预案”）已通过
成都市政府网站正式发布，分别针对
成都夏季臭氧污染和秋冬季颗粒物
污染管控提出了更精准的要求。

新增分区分级预警
精准减排管控

从刚刚发布的“两个预案”看，预
警启动条件出现了调整。按照重污染
天气的发展趋势和严重程度，将重污
染天气预警划分为三个等级，由低到
高依次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
预警。“臭氧预案”也按照臭氧重污染
天气发展趋势和严重性，统一划分为
三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黄色预
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但是下调了
黄色、橙色预警启动条件，着重加严
了红色预警启动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预案”可对
全市全域或部分区（市）县实行分区
域、分级别发布预警信息，实现分区分
级管控。全市范围或部分区（市）县启
动橙色、红色预警，经成都市“三大战
役”领导小组批准后，由成都市“三大
战役”办发布。预警原则上提前24小
时发布。

进一步优化“一厂一策”
差异化减排方案

“两个预案”在减排区域、减排措
施等方面进一步细化和优化了应急减
排措施。新修订的“两个预案”在响应
区域上有所区别，实现分区域精准减
排。“重污染预案”启动黄色预警时，管
控范围为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的城市
化管理区域；启动橙色预警时，范围扩
大为全市。“臭氧预案”启动黄色预警
时，管控范围为中心城区；启动橙色预
警时，范围扩大至中心城区和郊区新
城的城市化管理区域。

在减排措施上，对纳入重污染天
气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进一步
优化“一厂一策”差异化减排方案，针
对不能立即停产或停产易出现安全隐
患的化工、砖瓦窑等企业实行分批次
轮产，做到可量化、可执行、可核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应对污染天气
分区、分级精准减排管控
成都这两个应急预案“上新”

张朝品在搬运矿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