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我在服贸会等你”倒计时活动在
京举办》

8月 1日，“我在服贸会等你”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市首

钢园举办。据悉，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

8月 31日至 9月 5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年

度主题为“服务合作促发展 绿色创新迎未来”。2022 年

服贸会将继续采用“综合+专题”“线上+线下”办会模式，

着力提升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

（本报记者 王宇 史宏宇）

“我在服贸会等你”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落幕

7 月 30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海

口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消博会总进场观众超 28万人

次，各类采购商和专业观众数量超 4万人，现场参会的境

内外媒体超 160家，共有来自 61个国家和地区的 1955家

企业、2800 多个消费精品品牌参展。同期海口还举办游

艇展，吸引了来自 12个国家和地区的 50个境内外知名品

牌参展，参展数量同比增长 89%。

（本报记者 北梦原 苏墨 赖书闻 赵琛 梁玉栋）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
海口落下帷幕》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镰刀开路、长衣长裤……他们在深
山里这样巡线 | 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②》

7月 22 日一大早，国网北京房山供电公司周口店供

电所的巡线工人洪大鹏、张琼就备好镰刀、望远镜、红外

检测仪、声学成像仪等工具，开始了一天的巡视工作。

入伏以来，北京气温持续攀升，为了电力操作安全，高温

天气下，巡线工人仍需要戴上安全帽，穿上长衣长裤，还

有厚重的绝缘鞋……一起来看电力工人如何在深山里

巡线。

（本报记者 窦菲涛 白至洁）

托育“神兽”，工会出手！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工小妹：托育“神兽”，工会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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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深山巡线

托育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日前，全国总

工会、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工会、卫生健

康部门带动和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本单位职工开

办托育机构、提供托育服务，解决职工生育、养育后顾之

忧。谁能办托育机构？谁能入托？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郑莉 朱欣 白至洁 付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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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则有关整治干部队伍作风的新闻

让公众感到有些意外——内蒙古自治区康巴什

区将研究优化营商环境列为区委常委会会议固

定议题，设“站着说话不腰疼”检讨席，要求相关

干部直面营商环境工作中的不足，做检讨发言；

江苏滨海县开展寻找身边的“躺平者”活动，首

批7名“躺平者”被集中诫勉谈话；湖南汉寿县开

展干部公众形象测评活动，将测评内容分为“实

干型、闲谈型、捣蛋型、躺平型”四种类型……

“站着说话不腰疼”“捣蛋”“躺平”，都不

是什么好词儿，用在领导干部身上更不多

见。不难想象，干部一旦被贴上这样的“标

签”，一定很不光彩、挺丢颜面，但公众对这类

评选的效果充满期待。

客观而言，干部队伍中绝大多数是有理

想、敢担当、会作为的，也正是这些干部给百

姓办了不少实事、解了诸多难题。但同样应

该正视的是，干部队伍中也有一小部分是混

日子、不作为、“光说不练”的——遇到难题就

撤退，把别人往前推；自己不干事，还对干事

的人指指点点；对群众诉求满口承诺，落实起

来遥遥无期；“不喊号子不拉纤，撸起袖子一

边看”……诸如此类。

这样的干部虽属少数，但危害不小。对想

干事真干事的人来说，混日子的人不仅帮不上

忙反而可能拖慢节奏、搞砸事情；对前来办事、

急于解决问题的群众而言，这些只想“躺平”和

“闲谈”的干部近乎成了绊脚石……长此以往，

整个单位的风气都可能被带坏，整个干部队伍

的形象和口碑也可能下滑，当地百姓急难愁盼

问题的解决效率更可能大打折扣。

因此，包括上述地方在内的诸多地方政府

部门都在谋求改变，向干部队伍中的“捣蛋者”

“躺平者”“站着说话不腰疼者”亮黄牌、发警

示，并给出明确信号：公职人员不能这么混日

子，官场不能无原则地“你好我好大家好”。

公众为这样的评选点赞，一方面是在点

赞这些地方政府的创新和勇气——正视干部

队伍中的问题，刀刃向内实施改革，对所有干

部提要求、立规矩，增强其紧迫感、危机感和

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说明一些百姓苦捣蛋型、

闲谈型干部久矣，乐见他们“好日子”到头，且

能知耻后勇、有所改变。

报道显示，在康巴什区委的“站着说话不

腰疼”检讨席上，已有 4个单位的负责人做了

检讨发言；汉寿县选出多名实干型干部、闲谈

型干部、捣蛋型干部、躺平型干部，对其中7名

闲谈型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免职或交流调整，

对 32名躺平型干部进行了岗位或单位调整，

83 名实干型干部获评“身边的榜样”称号，17

名实干型干部被提拔重用到重要岗位……不

难看出，类似的检讨、评选是动了真格的。

相信此举会给当地干部队伍带来活血化瘀、

扶正祛邪的积极效应。

应该明确的是，这样的做法只是手段，目

的还是转变较长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干部队伍

中的不良风气，转变一些干部“多干多错，少

干少错，不干不错”等认知，真正实现能者上、

庸者下、劣者汰。

基层干部每天跟百姓打交道，其工作能

力、素质、作风直接关系基层治理的效能。商

户办个证照来来回回跑断腿、市政修个路停

水断电迟迟不恢复、下个雨就“看海”、充电桩

又少又远……试想，如果这些岗位都坐着“捣

蛋者”“闲谈者”“躺平者”，且位子坐得还挺稳

当，百姓的急难愁盼何时能解决？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如何提升？

发挥制度的力量，对干部分型、画像，为

的是敦促那些“捣蛋”“闲谈”“躺平”者，向实

干转型，向榜样看齐，共同把地方治理做实做

细做好。这也应该是地方整治干部队伍作风

的初心。不作秀博眼球、不搞团团伙伙、不借

机排除异己，让相关评选客观公正可持续，是

这些地方应该守住的原则和底线。同时，正

如专家所说，要从改进完善干部队伍绩效评

价制度入手，探索建立作风问题负面清单，让

日常监督、长效监督发挥更大作用。

不“捣蛋”不“闲谈”不“躺平”，实干才是

硬道理。切实转变干部工作作风，期待更多

地方拿出足够的勇气、魄力和决心。

不“捣蛋”不“闲谈”不“躺平”，实干才是硬道理
本报评论员 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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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警戴先任

据 8月 2日《法治日报》报道，一些短

视频平台上入驻了不少炫富博主，主播们

不断上演着一个又一个炫富“名场面”。

留言中，有人很反感这种炫富行为；有人

直言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成为“有钱人”。

这类博主有的是纯粹炫耀，有的则是通过

炫富引流，植入广告牟取利益。

短视频平台炫富风泛滥背后，富贵

“包装风”恐是最大推手。据了解，在一些

电商平台，只需花十几元便可购买大量制

造高端朋友圈人设的素材，如奢侈品、豪

车豪宅、余额账单、旅游休闲甚至直升机

购买记录等。一些店家还会提供影像剪

辑和文案编排教程，博主甚至可以花钱让

店家代为运营。除售卖虚拟素材外，一些

店家还出售各种豪车钥匙，提供出租名

包、名车、豪宅进行拍照的服务……

炫富视频广泛传播，无疑会助推拜金

等不良社会风气，同时可能对心智尚不成

熟的未成年人产生影响，异化扭曲其三观。

炫富风泛滥，与一些短视频平台流

量为王、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不无关系。

类似炫富等低俗、恶俗视频本来就有巨

大的眼球效应，一些平台运用智能算法

对其进行推荐，无形中就成了这些负能

量内容的“推手”。

今年 6月，国家广电总局、文旅部联

合印发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中明确：

网络主播不得有展示无节制奢靡生活，

贬低低收入群体的炫富行为等行为。一

些短视频平台因此开展了“自净”行动，

不久前有平台发表公告称已对一批存在

涉嫌刻意炫富、宣扬高消费、攀比享乐等

不良价值观的内容和账号进行了处理。

消除此起彼伏的恶俗低俗视频，平

台要切实当好把关人，真正做到“行业自

净”，自觉摒弃“唯流量观”，主动与“带

毒”流量切割，让算法成为“道德算法”。

针对诸如炫富博主带货的行为，平台要

明确为其标明广告字样，对未标明等涉

嫌违反广告法的行为，相关部门需依法

依规进行处置。

除了平台管理和自律，监管部门也要

有更多作为，要让法治亮剑、规则亮剑。同

时，要多渠道弘扬良好社会风尚，抵制拜金

主义等不良文化侵蚀，通过打防结合、标本

兼治，铲除滋生炫富短视频乱象的土壤。

不能放任

短视频平台刮起“炫富风”

警惕“无人认领行李箱盲盒”的隐患和风险
李英锋

据 8 月 2 日中新网报道，近日，某社交平

台上出现大批“开无人认领行李箱盲盒”的视

频。据视频制作者称，这些行李箱有的是长

期滞留在机场、火车站无人领取的；有的是租

客因无钱缴纳房费，抵押给房主的；还有的是

从学校流转出来的学生不要的行李箱。价格

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有的人从行李箱中

“淘”出了一堆二手衣服，有的人“淘”出了手

机、化妆品甚至奢侈品牌项链……盲盒价值

差距巨大，引来不少网友围观。

在万物皆可盲盒的时代，“无人认领行李

箱盲盒”的出现似乎并不意外，但需警惕的

是，这种盲盒不仅关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还可能关联着行李箱所有

人的财产权益以及机场、火车站、房东等相关

主体的遗失物保管处置义务或抵押物、留置

物处置权。换句话说，这类盲盒极易引发财

产权益纠纷。同时，需警惕的是，一些商家将

无人认领行李箱当成营销噱头蓄意炒作，甚

至制作虚假的“无人认领行李箱盲盒”，欺骗、

误导消费者。

不可否认，现实中确有一些旅客因种种

原因将行李箱遗留或丢失在机场、火车站

等，但这类行李箱不等于无主物，不可以被

随便买卖。有关遗失物，民法典规定了拾得

者以及有关部门的返还、通知、招领、妥善保

管等义务，并明确了其处置程序、时限和无

人认领的法律后果；机场、火车站等场所如

发现无人认领的行李箱，应积极联系权利人

领取，或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在将

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

被领取前，均有义务妥善保管遗失物，如因

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应

承担民事责任；遗失物自有关部门发布招领

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

有，后续国家会通过拍卖、销毁等合法程序

处置。

可见，关于无人认领行李箱，法律上的规

定不少，其真要成为盲盒，绝非易事，也可能

意味着相关主体并未尽到充分的责任和义

务，甚至可能形成对旅客财产权的侵犯。

而“租户抵押给房主的行李箱”，法律上

也有规定，房东也不能随便出售。至于商家

自行“生产”行李箱的行为，则属虚假、夸大宣

传，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

交易权等。

“无人认领行李箱盲盒”热卖，提示公安、

机场、火车站等主体进一步夯实对遗失物的

处置责任，健全处置机制，规范处置行为，维

护好权利人的财产权益。同时，公安、市场监

管、网信等部门应针对商家销售缺乏合法来

源证明的行李箱、虚假宣传等行为采取必要

措施，敦促商家守住法律底线。消费者也应

擦亮眼睛，谨防落入营销陷阱。

发挥制度的力量，对干部分型、
画像，为的是敦促那些“捣蛋”“闲谈”
“躺平”者，向实干转型，向榜样看齐，
共同把地方治理做实做细做好。切
实转变干部工作作风，期待更多地方
拿出足够的勇气、魄力和决心。

珍视那些拥有闪光品质的宝藏孩子

韩韫超

这个暑假，懂事的宝藏孩子似乎格外
多——在贵州凯里，因为当环卫工人的妈妈
脚部受伤，一名16岁的高中生每天四点多起
床帮妈妈扫大街；在湖南张家界，刚被北大录
取的高三毕业生钟朋辰的妈妈是一名保洁员，
高考后他就帮助妈妈打扫卫生，在得知取得
652分的成绩后，一句“终于可以安心下来帮妈
妈好好干活了”感动无数网友；在四川乐山，环
卫工人罗淑容在酷暑下清扫大街，10岁的儿

子王超跟在她身后不停为妈妈扇扇子……
在体悟、见证过父母的辛劳和疾苦之后，

几个孩子不约而同表现出的对父母的理解、
体贴与支持，令人动容。时下，不少父母在追
求孩子优异学习成绩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往
往忽视了成绩之外孩子身上诸多品质品格的
养成。正直、善良、勇敢、乐观、坚韧、真诚、孝
顺……类似的品质相对隐性，也难以被量化
评价，却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内核。

具备这样的品质，或许并不必然会让孩子
在应试比拼中胜出，却可以一定程度影响甚至
决定孩子对生活的态度，包括提升其创造和感
知幸福的能力，调整面对挫折和逆境时的心
态，等等。正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所言：决定
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

善解人意的孩子，或许更知道如何与他

人展开交流；乐观坚韧的孩子，或许更明白如
何与自己和解。诸如此类的品质为孩子赋予
的生命底色、带来的情感支持，在塑造个人更
健全人格的同时，也会成为人际交往的润滑
剂，甚至会在助力家庭和睦、社会风气向好向
善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拥有闪光品质的宝
藏孩子，或许比那些纯粹的学习成绩突出者更
值得被聚焦和鼓励。网友的转发、点赞已经是
一种认可，社会对此也应达成更多共识。

加强孩子人格和品质的培养，家庭、学校
是核心阵地。

孩子的言行举止，往往能映照出家庭教
育的影子。父母认真对待本职工作，善待年
迈 的 长 者 ，常 跟 陌 生 人 说“ 谢 谢 ”“ 对 不
起”……类似的言传身教，实际上都在一点一

滴参与着孩子三观的塑造。
进而言之，家庭生活应尽可能不一味以

孩子为中心，家长要懂得为孩子的自主成长
“留白”，让孩子更多参与到户外锻炼、博物馆
看展、朋友小聚等丰富的社会活动中去，让他
们在与生活的全方位碰撞中，打磨出更立体
的人格品质。

实现这样的目标并非易事，要有更开阔
的眼界与格局，要建立更多元的评价体系。
江苏锡山中学的“明星校长”唐江澎曾谈及被
该校校史资料中一张 80年前的照片感动的
经历——那是一张小男孩的单人照，上面写
着“一学年以上不缺课者”。如今看来，这种
导向，体现的正是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
注和关怀。“学校和老师把镜头对准哪里，教
育就在哪里聚焦”——这是唐校长被怒赞的
金句，更是教育要努力的方向。

珍视那些拥有闪光品质的宝藏孩子吧，
他们就像天上的点点繁星，或许并不那么耀
眼，却可以照亮人心。当这样的繁星越来越
多，直至撑起整个夜空，黑暗便会被驱散、光
明便会到来。

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湖南邵阳袁女士接到一
个紧急电话，被告知其女儿正在某处水域玩耍，提醒其
注意监督。原来，当地建立了防范学生溺水智能预警
系统平台——通过在重点水域前端安装防溺水智能报
警终端台，可实现重点水域溺水险情早发现、早报告、
早处置。目前，该系统已即时播报防溺水语音20多万
条，发布预警信息2000余条，成功劝离600余人。

时值暑假，各地不时发生学生溺水悲剧，每到此
时，如何高效做好防溺水工作，就会成为焦点话题。湖
南邵阳上述探索令人眼前一亮：利用高清摄像头和人
脸识别技术，以及智能分析、声光报警及远程喊话驱逐
联动等方式，来实现对相关水域的全方位、全时段监
控，可以说最大限度弥补了人防、物防的短板，能够有
效降低溺水发生率。技术不可或缺，但依靠技术的同
时要做好源头教育，努力提升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和
安全意识，增加其识别险情、避险逃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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