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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苗助长”危害大
为了让孩子长得更高，许多家长花费

巨资给孩子打“增高针”。记者调查发现，
所谓“增高针”其实就是注射生长激素。
专家认为，生长激素有被滥用的苗头，可
能带给使用者内分泌紊乱、股骨头滑脱、
脊柱侧弯等健康风险。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孩子的身高会受
遗传、营养、睡眠、运动等因素影响，家长
盼着孩子长高，可以通过给孩子摄入充足
的营养，让孩子参加适当的运动等方式，让

孩子健康发育。生长激素是一种治疗性药
物，针对特殊病症使用，盲目使用激素催高
危害很大，背后反映的是不少家长的“身高
焦虑”。钱花了，不仅难以达到增高的目的，
还可能危害孩子健康，实在要不得。对滥
用激素增高乱象要加强监管，对那些虚假
宣传、鼓吹“增高针”神效的医疗机构及时
惩治。当然，家长也应该端正认识，遵循自
然规律、科学规律，切莫因自己的“身高焦
虑”害了孩子。 （图/沈海涛 文/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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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刃向内勇于接受群众检验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 张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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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抵制丑陋的“酒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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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正
在全省深入开展，有的地方主动曝光问题，
接受群众检验。比如，定安县在电视台持续
举办“作风建设进行时”栏目，通过曝光、约
谈、整改、回头看的方式，推动解决作风突出
问题；再如，三亚市推出电视问政栏目“责任
面对面”，对社会关注度高的突出问题进行
现场问政，让领导干部“红脸出汗”……不惧
群众挑刺、敢于亮丑揭短，这正是查堵破难
应有的姿态。

面对堵点、难点，是内部掌握，还是公之
于众，效果大相径庭。此次查堵点重在自查
自纠，是自我“挑刺”、自我“刮骨”。但人们习
惯于用眼睛看他人、看世界，很少反观自我，
即便有时候对镜自照，也很难做到从严从
实。说他人的不足，多是侃侃而谈；论及自己

的问题，则多蜻蜓点水。刀割在肉上，每个人
都疼。于是乎，有些地方堵点查得不痛不痒，
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被煞有介事地详列在册；
有的地方敷衍应付，只找简单且容易解决的
小问题……常言道，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
遛。能否把问题晾在台面上，接受群众监督，
正是检验作风是否硬实的重要维度。

相较于讳疾忌医者，那些主动把问题呈
现给大众的做法，则显得极为难能可贵。定
安县“作风建设进行时”栏目一做就是好几
年，到目前已经推出100期，曝光了很多方面
的问题，并配之以约谈、通报，让人们看到了
久久为功的问题意识，以及勇于解决问题的
诚意。三亚市通过电视问政的形式，将一线
干部直接推向群众，工作中堵点在哪、如何解
决，现场接受群众质询。众目睽睽之下，“太
极”是打不得了，“猫腻”也藏不下去了，任何
敷衍应付、避重就轻的应对，都可能遭受群众
的诘难，这就倒逼干部实事求是、积极应对，

全力以赴挖“病根”、解难题。
以生动公开的现场互动，代替自说自

话的问题梳理，问政类电视节目有效联动
了政府部门、媒体、群众，不仅让广大干部
露露脸、出出汗，倒逼其深入查摆堵点、扛
起责任、解决难题，也可唤起群众参政议政
的热情，增进他们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理
解，维护其对事关切身利益问题的知情权、
话语权。这样的良性互动不打空拳、触及
要害，可有效提升查堵点的质量，更好地

“强身健体”，而且可拉近政府与群众的距
离，进一步提升政府形象。直面群众监督，
勇于面对堵点、难题，展现出刀刃向内的魄
力和勇气。

事实上，在查堵点、找问题中，一些干部
之所以不愿说、不敢说，或者自己说得少、让
他人说得多，主要是害怕在公众面前丢脸面、
失威信，甚至担心“引火烧身”，影响自身政绩
和前程。殊不知，如果养痈遗患、酿成大祸，

到头来，可要面临追责问责的惩处。所以说，
常在群众面前亮亮相、出出丑，并非坏事，这
是“强身健体”的良机，也是能力提升的契
机。尤其是自贸港建设，在很多领域，我们必
然面临大量革故鼎新、破壁除障的工作。其
间，是讳疾忌医、知过不改，还是闻过则喜、勇
于改正，直接体现着干部的能力素养，也直接
关乎自贸港建设成效。

更进一步看，海南自贸港建设，是面向
全球的伟大事业，各项工作的推进不仅要接
受省内群众的检验，同样要面临中外各界的
点评、衡量。走在时代前沿，就要拿出与之
相符的改革气质，万不可回避问题、畏惧监
督，而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主动的态度直
面各类难题、各方质询，以此提升能力、推动
工作，展现海南自贸港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为此，期待领导干部参与直播问政能够成为
常态，也期待直播问政真正问出辣味、问出
病根、问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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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农信成立70周年。经过70年改革发展，海南农信已成为省内规模大、客户多、分布广、深受海南百姓

喜爱的地方金融机构。

2007年8月，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立，受海南省政府委托对全省农信社行使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在

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坚持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三农”经济发展、服

务百姓共同富裕，始终以客户为中心，努力提供诚心、专心、用心、贴心、全心的服务，致力于打造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一流金融机构！

因改革发展需要，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现面向社会诚聘优秀人才，将以良好的机制、专业的培训、极富竞争力

的薪酬，实现个人与团队的共同成长。

一、应聘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留学归国人员应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

（三）热爱金融工作，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和团队意识，勇于创新，追求卓越；

（四）品行端正，诚实守信，无任何不良记录；

（五）身心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监管部门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

二、具体招聘岗位和招聘人数

招聘部门

公司金融部

机构业务部

金融市场部

乡村振兴金融部

国际金融部

消费金融部

授信管理部

招聘岗位

总经理

高级产品经理

产品与市场推广经理

“一卡通”服务中心设备管理业务经理

“一卡通”服务中心机构服务业务经理

总经理

总经理

高级产品经理

副总经理

高级产品经理

高级审批岗

公司业务高级授信审批审查岗

小微企业高级授信审批审查岗

个人授信管理岗

公司授信管理岗

同业授信管理岗

审查人（业务骨干）

招聘人数

1

2

3

2

5

1

1

2

1

2

2

2

2

2

1

1

2

招聘部门

运营管理部

安全保卫部

信息科技部

内控合规监督部

风险管理部

招聘岗位

资金交易与清算岗

运营业务管理岗

运营风险管理岗

现金业务管理岗

文明优质服务管理岗

押运总队长

软件开发岗

UI设计岗

暖通岗

电气岗

总经理

合规管理岗

消保管理岗

反洗钱岗

副总经理

高级风险经理

招聘人数

1

1

1

2

1

1

10

1

1

1

1

2

1

1

1

3

招聘部门

财务管理部

人力资源部

综合管理部

审计稽核部

法律事务部

企业品牌部

党群工作部

行政管理部

市县行社

招聘岗位

资产负债管理岗

管理会计岗

薪酬绩效岗

组织员工管理岗

副总经理

公文管理岗

档案管理岗

总经理

稽核岗（业务骨干）

授权管理岗

公司律师

品牌建设岗

党建宣传岗

基建管理岗

行政事务岗

负责人

招聘人数

1

1

1

1

1

1

1

1

10

1

5

1

1

2

1

若干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喜迎70周年 诚邀精英加盟”社会招聘公告

招聘信息长期有效。具体应聘条件、报名表详见海南农信官网（www.hainanbank.com.cn）。

欢迎您！海南农信期待您的加盟，和我们一起推动海南农信的改革发展，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未来。（海南农信系统员工可报名）

近年来，应援集资、打榜控评、攀
比炫富、互撕谩骂等“饭圈”乱象进入
公共视野，引发舆论关注。甚至有一
些极端“追星”言行挑战社会公序良
俗，挑战法律道德底线，如有的粉丝为
了给艺人应援打榜，购买成箱的牛奶
开瓶投票后倒掉；有的粉丝号召给偷
税漏税的艺人集资缴纳罚款等。

追星、寻找人生榜样，是青春期或
多或少都会出现的正常心理现象。但
追星追到如此走火入魔的程度，其背后
原因值得深思。很多年轻人沉浸式追
星，陷入极端“饭圈”思维，以主观喜好
代替客观评价，不分是非地维护偶像的
形象和利益，在“大粉”的带领下应援打
榜、刷票控评，甚至拉踩引战、互撕谩
骂、人肉搜索等，导致“饭圈”中的网络
骂战、网络暴力等乱象时有发生。究其
原因，是因为他们陷入了“饭圈”的“信
息茧房”，个体被“饭圈”中偏激的群体
意识裹挟，陷入极端化、非理性的状态，
由此做出种种不理智的行为，给个人生
活和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不良粉丝文化形成的“信息茧房”，
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极其不利。“信
息茧房”一词，是凯斯·桑斯坦在《信息
乌托邦》中提出来，指的是人们习惯性
受自己兴趣引导，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
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信息茧
房”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媒体主动迎合用户需求的趋势，
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加剧网络群体的极端化、同
质化、排异化等。这一点在“饭圈”中的表现特别明显。“饭圈”中
的个体陷入“信息茧房”之后，必然会减少对其他内容的关注，听
不见不同的声音，看不得不同的意见，对网友理性规劝之声恶语
相向，反而对职业粉丝、经纪公司编造的花式谎言深信不疑，在

“大粉”和营销号营造的“信息茧房”中屡屡情绪激昂、冲动消费，
模糊了基本的是非观。越来越多浪费公共资源、影响社会秩序
的恶性事件都表明，“饭圈”的畸形发展已经影响到社会秩序，影
响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关部门理应警惕并及时出手。

打破“饭圈信息茧房”，需要多方发力。“信息茧房”因网而生，
相关部门应精准施策、加强监管，督促网站平台进一步优化产品功
能，引导青少年走出“信息茧房”，推动粉丝与明星之间形成共同
成长、良性互动的模式；网络平台要加强管理，摒弃“流量至上”

“泛娱乐化”等不良运作模式，强化榜单、群圈等重点环节的管
理，逐步压缩粉丝群体非理性追星空间；明星艺人也要承担起
社会责任，加强自律，引导粉丝多关注积极向上的内容；学校、家
庭、演艺行业以及全社会应共同努力，杜绝畸形“饭圈”行为，通过
净化网络、纠偏粉丝文化等，打破平台资本用打榜、超话、后援会建
立的“饭圈信息茧房”，引导“饭圈”发展向阳而立、向善而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引导青少年走出“信息茧房”不能
急于求成，要多站在青少年的角度想问题，了解他们的心理需
求，多为他们提供正能量、符合审美需求的文娱作品，让他们
主动走出畸形的“信息茧房”，回归现实生活的广阔天地。

对于“女员工被灌酒侵犯”事件，阿里巴
巴9日凌晨在内网发布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
和处理决定，辞退涉事男员工，永不录用，两
高管也引咎辞职。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
CEO张勇还表态，旗帜鲜明地反对丑陋的“酒
桌文化”，不分性别，阿里巴巴无条件支持员
工拒绝陪酒。（8月9日《中新网》）

这一处理决定虽然有些迟滞，但表明了公
司的坚决态度，还是多少能够缓解舆论压力，
也是重塑阿里公众形象的重要一步。这起恶
劣事件让大众看到了职场霸凌、权力跋扈的丑
恶面目，也让人看到了所谓“酒桌文化”的丑陋。

我国有着悠久的酒文化，从古至今诞生
了无数关于酒的诗词歌赋，有无数名人留下
了喝酒的逸闻趣事。但近些年来所谓的“酒
桌文化”，充满了低俗下流、粗鄙之风，热衷于
劝酒、灌酒、说黄段子，部分人还拿酒遮脸，对
女性搂抱、揩油、猥亵等，将性骚扰美化为“交
流”，辱没了传统文化。

丑陋的“酒桌文化”违背了社会道德，破
坏了公序良俗，有些行为属于侮辱女性，涉嫌
违法，是文明社会所无法容忍的。由“酒桌文
化”所引发的恶性事件也屡见不鲜。2020年，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中关村支行一新员工
因拒喝领导敬酒被辱骂打耳光；今年初，广东
佛山一房地产公司的23岁女员工被上司带去
喝酒开房后身亡。由此可见，所谓的“酒桌文
化”无非是职场权力在酒桌上的延伸。一些
领导者以权胁迫，越界干涉个人合法权益，甚
至借着劝酒之机对女下属行不轨之事。

丑陋的“酒桌文化”败坏了职场风气，损
害了企业员工的平等权利，社会影响极为恶
劣，应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需要看到，“酒
桌文化”由来已久，很多人乐此不疲，应采取
多管齐下的手段，逐步根除“酒桌文化”陋
习。因此，可先对丑陋“酒桌文化”予以定性，
明确其属于不文明行为；再从宣传方面入手，
引导大众树立文明新风，主动抵制丑陋的“酒
桌文化”；更关键的是要刹住脱缰的权力，对
酒桌上出现的侮辱、殴打、猥亵、强制劝酒等
行为，依法予以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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