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让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大
里地区的村民兴奋不已。

从封闭阻塞到车马畅通，从陈旧
简陋到崭新靓丽，从人迹罕至到游客
纷至，在近两年陵水美丽乡村建设的
强力推进下，这个“养在深闺”的美丽
黎乡正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你看，山沟沟里村民如今也爱上
‘剁手’了。”11月13日，大里农村淘
宝店地上满是刚运到的快件，村民不
时来到这里取件。店主黄阳阳欣喜地
告诉记者，在11月11日、12日两天，
村民通过他下单250多件。

“大里有条瀑布河，水从高流如云
飞。河里水清石头净，鱼头虾须可眼
见。”村民黄春銮自编歌谣赞颂家乡
美。在大里瀑布前，来自北京、河南等
地的游客络绎不绝。

“大里的山光水色被喻为世外桃
源，可是1996年才有路直接通往镇
上，在这以前要先坐船再走一段路。
3年前，土路才变成硬化路。”大里人、
本号镇镇长王勋树在来的路上告诉记
者，“这两年变化最大！”

“扶贫工作做得好，改造民房真好
看。以前瓦房破破烂，现在楼房整整
齐。”黄春銮用另一首自编歌谣唱出了
她眼中今年大里的这一新变化。在这
里，政府推进的立面改造工程，把居民
一栋栋“灰头土脸”的房屋变成了崭新
靓丽又具有黎族风格的特色民居。

公共基础设施的变化不只这些。
3年前嫁来大里的“广东媳妇”卢翠云
介绍，去年来，村内道路得到硬化，排
污、清洁设施升级，打造了绿色花草景
观，新建了便民服务中心和村民公园，
大里小学也通了网络，学生们能通过
即时视频连线上城里小学的课。“刚嫁

来时，我还有点后悔，现在一点也不！”
产业提振是大里变化的另一方

面。几个月前，村民马倩种下10多亩
绿橙。她说，一直以来，由于雨水多病
虫害多，这里种田少有收获，主要靠种
槟榔和益智，产业单一，“现在政府找
到适合我们的作物，免费发放绿橙种
苗，家家户户都有种植。以后还有市
场对接，不愁卖。”

去年在政府扶持下打造的农村
淘宝店，不只是帮村民买东西，店内

还专门设了“农产品上行区”货架，摆
满村民送过来的蜂蜜、灵芝等特色产
品。“现在村民有新的生意，把这些本
地特产送给我让我帮他们在网上售
卖。像蜂蜜、灵芝，网售比在本地卖
至少能帮他们多赚二三十块钱一
斤。”黄阳阳介绍。

这两年，大里更重要的收获，在于
旅游开发。去年10月，陵水在大里率
先启动“世外桃源·梦幻黎乡”全域旅
游乡村示范点建设，一系列的美化靓

化工程可以说都与此有关，通过积极
开展推介，使大里声名远播。

王勋树率先建起大里的农家乐。
他告诉记者，如今，即便是平时，农家
乐也有游客光顾，“各个节假日就更热
闹了，餐桌基本都坐满。每逢节假日，
大里接待游客数都超过1万人次。”

如今的大里，有了民宿，有了旅游
公厕，有了黎锦工艺品展销室，有了村
民舞蹈队。一业兴带来多业兴。黄阳
阳说：“游客来后，喜欢来村淘店订特

色产品，我再给他们寄过去。村民们
的销路更广了。”

王勋树介绍，今年陵水已与知名
企业达成合作协议，计划对大里进行
更深入的旅游开发。“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县里也把
大里作为打造美丽乡村的重点，将继
续改善大里的民生基础，深入进行旅
游产业开发，未来大里一定会变得更
加美丽，百姓生活更加富足。”

（本报椰林11月13日电）

美丽乡村建设使陵水大里民生改善、产业提振

“世外黎乡”的美丽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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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林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邀请广大群众来当公安工作的“协管
员”“监督员”“播音员”，以及时向公安
机关提供线索和情报，并就各方面工
作提出意见建议。为了表示诚意，三
亚市公安局特意公开了主要领导的电
话和微信，并承诺热线 24 小时开通。
在服务群众的道路上，三亚市公安局
积极依靠群众，开辟工作新思路，为社
会安全与稳定多添了一份保障。

提起群众，不少人不自觉想起“吃瓜
群众”一词，这是风靡网络的流行语，意
指“不发言只围观”，延伸开来，则指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可具体到社会治理，则
绝不能让群众一味“吃瓜”。一方面，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更好地服务群众，必须及时把握其
所思所想、所需所求；另一方面，礼失求
诸野，民间有大智慧，群众的参与往往能
够让复杂的社会治理变得更为简单。

基于此，在社会治理中，我们要积
极变“吃瓜群众”为“热心群众”，想方
设法让他们多表达、多参与。事实上，
这一理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可是具
体落实起来却显得不那么给力。有些
管理部门嘴上喊得很响，要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可一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却
装聋作哑、遮遮掩掩，唯恐群众当真，
提一堆意见，挑一堆毛病。三亚公安
局此次动了真格，其主动问智于民的
做法让我们看到了诚意。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与之相
关的治理管理，也需与时革新。当前，
人们的需求日渐多元化、个性化，社会
治理相应地也要精细化、具体化，这对
管理部门提出了新挑战。倘若管理部
门依然如故，一味单打独斗，事无巨
细，只管大包大揽，其结果难免左支右
绌，穷于应付，落得个吃力不讨好的尴
尬。像绣花一样推进社会治理，这是
一个高要求，单凭管理部门现有的人
力、管理模式显然难以为继。

怎么办？那就要善借群众的力量，
推动全民共治。一个高度成熟的社会，
必定是公民意识充分彰显的社会，而公
民意识则集中体现在对公共事务的参
与上。莫道风尘苦，独木难成林。一旦
有了群众的参与，社会治理等公共事务
中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比如，邀群众
来做“协管员”“监督员”，公安部门增添
了一对对“千里眼”“顺风耳”；再如，有
了民众的充分参与，社会文明建设不用
管理者苦口婆心劝说便可大幅提升。

不过，能力需要养成，意识需要引
导。就当前来看，不少群众仍然习惯
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固有思维，不
同程度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
旁观心态，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热

情。究其原因，除了以往固有习惯影
响外，还在于对管理者的不信任。一
些热心群众原本兴致很高、期望很大，
提意见，找问题，出主意，可最终石沉
大海、不见效果，久而久之，口惠而实
不至的许诺让群众积极性大打折扣。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群众的
“参与感”，需要细心引导、精心培育。
管理部门不能只是摆摆姿态、做做样
子，对群众参与要认真对待、及时回
应，让参与者真正感受到“主人翁”的
自豪感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成就感。
一旦群众参与成为常态，我们的社会
治理便可实现“不令而行”“无为而治”
的积极效果，民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也可实现大幅提升。

用群众“参与感”提升社会“获得感”

据央视新闻报道，前不久，重庆
市的李先生带着家人到丽江旅游，
他在美团网看到，风花雪月连锁客
栈（初见店）是一家高档型客栈，网
上评价很好，房间图片也漂亮，就订
了一间大床房。但入住之后，却发
现远不如网上所展示。甚至当反映
房间有蚊虫叮咬时，前台人员竟回
复：“这（蚊子）是我们养的宠物，熏
死了要赔的，一百块钱一只。”

看过新闻，真是开了眼了，还有
养蚊子当宠物的。而且，“宠物主”
竟然还是客栈，真可谓是名副其实

的“吸血鬼”。面对问题，非但不思
改进，居然还颠倒黑白，实在是任性
之至。在当前从严治旅的大背景
下，该客栈不想着去改善服务，依然
走歪门邪道，刷单炒信，坑蒙欺诈，
性质如此恶劣，到头来只能是飞蛾
扑火。这正是：

线上线下多出入，
急把蚊子当宠物；
欺来骗往太精明，
咎由自取断生路。

（图/王铎 文/张成林）

蚊子何以成宠物

学习类APP
亟待“去污除垢”
■ 李秀荣

近几年，“人手一机”成为常态，高举各色旗
帜的学习类 App 喷涌而出。不过，一些学习类
App在“科技改变学习”的“动人”理念下，在某些
角落中也隐匿着“垃圾”，这种现象也许并不普
遍，但是当使用者是几岁、十几岁的孩子时，哪怕
少量的“污垢”也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不利影
响。（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飞入寻常百姓
家”，下载安装学习类APP，利用碎片时间，随时
随地在线学习、自主学习，成为许多中小学生
的学习新方法。这种学习方法如果利用得好，
确实有助于学生提高成绩，至少可让学生感受
到学习再也不是那么枯燥。而学习类APP一旦

“藏污纳垢”，则容易让事情往反面发展：诱使
学生沉溺于“污垢”内容中而疏于学习。

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来由。未成年人还没有
建立起正确的价值标准和是非标准，在很多时候
良莠不分，全盘吸收，这也是未成年人容易染上
恶习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未成年人的好奇心
强、自制力差，难以自觉有效抵挡色情、暴力等网
络低俗内容的侵蚀。而且，面对“污垢”信息有意
无意的侵袭，处于青春期的未成年人往往不会向
父母与老师沟通，结果成为“无声”的受害者。

由此观之，“藏污纳垢”的学习类 APP 亟需
“去污除垢”。APP 平台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监
管责任，发现问题后，平台必须及时处理。任何
一个平台，都有义务、有责任通过技术等各种手
段对不良信息进行有效屏蔽与过滤，而不能为了
吸引用户关注，增加用户数量，就不顾及自身肩
负的社会责任，让不良信息放任自流。

家长与老师若发现学生使用涉黄涉暴的学
习类APP，也要向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
报中心等官方渠道举报，至少要向当地有关部
门与媒体举报。一些网络平台的“污垢”问题始
终难以根除，监管不力也是重要原因。因此，监
管部门更要有所作为、主动出击，对各类学习类
APP从严监管。若APP涉黄达到入刑标准，当以
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起诉运营方。

■ 魏文彪

近日，澎湃新闻相继披露了安徽
铜陵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合肥市政府
信息公开网等官方网站存在泄露个
人信息的情况，包括姓名、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等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
均可从上述网站公开获取。记者发
现，江西省景德镇市政府信息公开
网、江西省宜春市财政局网站也都存
在类似现象。

应当承认，政府信息公开确实有
利于维护公平公正，是促进政府依法
行政与廉洁的必要之举。但是，政府
信息公开不等于公民隐私公开。政
府部门完全可以一方面公开相关信
息，接受社会与公众监督，同时又对
相关个人的身份证号与手机号码等
进行技术性处理，比如对其中的数个
数据进行遮盖等。如此既可以经由
政府信息公开维护公平公正，又可避
免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给不法人员以
可乘之机，诱发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违
法犯罪行为发生。

需要看到的是，民众到政府部

门办事、报名、报考等，往往都要留
下个人信息，政府可以说是掌握公
民个人信息的“大户”。如果政府部
门不充分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很容易给民众带来个人信息安全隐
患。此外，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防范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发生，需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而政府部门带头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可以充分
发挥示范作用，引导其他机构与单
位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当前一些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
时无遮挡地公开公民个人信息，反
映出相关工作人员保护公民个人信
息安全的意识不强。宜春市财政局
会计科工作人员表示，以后会在公
示名单中注意对个人信息进行遮
盖，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我们
期待所有地方所有政府部门的工作
人员都能切实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
识，杜绝信息公开变成隐私公开现
象发生，并发挥积极示范作用，引导
其他机构与单位更好地保护公民个
人信息，以最大程度保障公民权益
不受非法侵犯与损害。

信息公开不能变成隐私公开
@人民日报：拿快递撒气，职业

操守呢？11 月 11 日，江苏盐城一韵
达快递服务部，两快递员将车上快递
踢飞落地。不满提早上班，竟拿快递
撒气，这是什么逻辑？“没有寄不到，
只有想不到”，想不到的是，如今我国
快递量日均已达上亿件，发展神速；
更想不到的是，不少快递被拳打脚
踢，惨遭野蛮对待。快递分拣智能
化，快递配送绿色化，用户才真正放
心满意。

@新京报评论：当我们在“买买
买”时，我们究竟在买什么？其实，购
物车里的商品，大部分都不是必需
品，如果没有“双 11”，可能根本不会
购买这些东西，但当那个时刻来临，
人们还是拿起手机。这是物质过剩
时代的奇观。我们需要的不是商品，
而是购买本身，这就是“双11狂欢节”
的真实含义。

@法制日报：学校应反思学生为
何点外卖？广西外国语学院发布了
禁止外卖进宿舍的规定。不少学生
表示，之所以选择外卖，一是便捷；二
是因为学校餐厅本身存在着排队严
重、饭菜口味单一等问题。学校管理
部门在禁止外卖进宿舍的同时，应思
考问题的另一面：为什么学生会选择
外卖。 （饶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