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4日，在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
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回答了
中外记者的提问，引起了广泛
关注。因为这是张业遂在大会
发言人的职位上首次亮相，媒
体一般称之为“首秀”。其实，
中外记者提了很多敏感问题、
热点问题，发言人的回答凝
练、精准，传播的是党的主张
和国家意志，留给自己“秀”的
空间并不多。

在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
会上听到带刺的提问，已经很
常见。张业遂这次也说，国防
预算是每年人大新闻发布会
的一个“老问题”。像国防预
算、贸易摩擦等问题，往往涉
及到大国之间的博弈以及个
别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对

一些资深外交官员来说，这些
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轻
易应对的。面对带刺的提问，
张业遂神情平和，沉稳应答，
以简练的语言直击问题的要
害，而不做太多的“自由发
挥”。新闻发布会没有“舌战群
儒”的场面出现，与会记者可
能会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是
对一名发言人来说，这样的节
奏也许就踩到发言人应有的
点子上了。

不仅官员不“秀”，两会
代表委员可能也没有“秀”的
想法。今年的两会意义非凡，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不仅要
规划未来一年的工作，还要
完成换届、修宪、推进机构改
革等工作，决定着中国未来
很长远的走向。正在追求高

质量发展的中国此时需要汇
聚各方面的力量，不仅要在
国内凝聚政治共识，还要在
国 际 上 创 造 良 好 的 发 展 环
境。这样的背景就决定了今
年的两会将是更加严肃和更
加注重质量的会议，两会严
格依法按程序进行，让媒体
感到热闹的场景可能不会太
多。“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
议到点子上、监督监在关键
处”，判断两会质量的一个重
要标准，就在于是否踩到点
子上。两会是共商国是的议
政平台，通过法定程序使党
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把党
的 方 略 铺 展 为 改 革 发 展 实
践，这是两会的主旋律，也是
两会代表委员要踩的点子。

面对高质量的两会，媒体

和公众也需要调整角度看两
会，不要过多地追求轰动效
应。人大代表参会从本质上说
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肩负着庄
重的政治使命，不是为了刷存
在感。日前，全国政协主席俞
正声在代表政协第十二届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工作
报告时也特别指出，“拒绝浮
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
开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两
会，必然要回应人民群众对改
革开放再出发的期待，而务实
就是最直接的宣誓。所以，无
论两会内外都应以求真务实
的姿态跟上这个节奏，从大局
着眼，围绕群众切身利益，谈
真问题，抓真落实，以高质量
的两会为高质量的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踩在点子上，确保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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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焦虑助燃校外辅导“虚火”

□徐洁

新学期伊始，一项重磅教
育举措让人拭目：教育部等四
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校外辅导热早已不是新话题，
但近年来渐有“疯狂”之势。通
知一出，经济、体力疲惫不堪
的陪学家长为之鼓掌，同时，
人们又在质疑中等待：接下
来，各级政府部门将以何种措
施达成整治目标，整治过后，
会不会“春风吹又生”？

事实上，就像往年一样，
春节假期刚过，校外辅导机构
就开班了，笔者在采访中就了
解到，校外辅导大有掌控学生
及家长节奏的趋势。就像笔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的，年前年
后，年逾古稀的殷先生每天主
要任务就是陪孙子上辅导班，
爷孙俩每天早上九点出门，直
到下午五点回家，午饭也在辅

导班解决，而这样的时间安排
似乎已成为不少中小学生的
寒假生活常态。寒暑假，本意
是让孩子们得到休整，在学习
之余，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
会，在生活、实践中体验和学
习，但对于许多孩子而言，寒
暑假俨如忙碌的“第三学期”。

年轻时，殷老先生曾做过
中学老师。他说，孙子报的辅
导班中，有的出于查缺补漏的
需要，而有的确实没有必要。
比如语文，一个人的语言文字
功底应当在阅读中培养，在生
活体验中丰富，但孩子没有时
间好好阅读和体验，只能上辅
导班被“喂”些现成的、服务应
试的东西。

一谈及校外辅导，有人就
说，招生方式不改革，校外辅
导风只会愈演愈烈。这话不
假，但我们无法等到高考招生
方式改革到尽善尽美的时候
再行动，况且，当前的中高考
招生方式、社会对于人才衡量
的标准也在逐渐变化。

着眼于可以改变的现实，
笔者认为校外辅导愈加非理

性，原因有三。第一，辅导机构
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制造“抢
跑”的竞争焦虑。打个比方，本
来大家都在电影院中规矩地
看着电影，突然前排的人站了
起来，后面的人也不得不站起
来，所有的人都陆续站了起
来，教育部门经过多年实践和
论证制定的教学大纲被校外
辅导打破，孩子的学习和成长
规律被打乱，此现象自然成为
整治的重点之一。此外，一些
辅导机构在招生宣传时，诱导
学员全班团报、老带新、各种
班连报，并以此为招生噱头：

“全班多少位同学都报了，你
不报会赶不上。”使学习成为
赤裸裸的攀比。

第二，学校教育应当承担
起学科教育的职责，明确与家
庭教育的界线，不要过分将学
习焦虑转移给家长。殷老先生
的话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家长时不时收到老师的信
息，‘你那孩子上课说话了啊，
孩子在班里第几名啊，得让他
提高啊。’家长感受到压力，除
了求助于辅导班，还能怎么办

呢？”老师是孩子学科学习的
主要帮助者、督促者，不应当
把辅导孩子学习的任务转移
给家长，进而转移给校外辅
导机构。

第三，家长的家庭教育
理念应得到提高。笔者采访
过多位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的
学生发现，真正学习好的孩
子一定有主动学习的愿望，
他们有的也上辅导班，但大
多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理性
选择，他们或者受未来目标
的指引，或者从小受到好的
引导和鼓励，优秀已成为了
习惯，而这些大多得益于好
的家庭教育方式和氛围。

让校外辅导回归“查缺
补漏”的理性状态，不仅应加
大行政管理、执法力度，如果
学校管理和理念适当、教师
负责，给每个孩子适合的教
育，那么，自然就不会有大批
家长寻求社会辅导机构的帮
助。从微观上，家庭教育观念
也应得到同步引导，在教育
帮助孩子上更有方法、有自
信，盲目的焦虑自然会减少。

葛试说新语

先强化社区矫正，再提升假释比例

拒绝键盘侠

但别拒绝质疑

最近，28岁的电子科技大
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副院长刘
明侦上了热搜。这位90后的个
人经历再遭键盘侠质疑“背景
不一般”，面对网友的质疑，疑
似刘明侦的个人微博曾回应：
不能接受一些无端的揣测和
恶意的中伤！别成天站着说话
不腰疼地敲键盘，有本事也把
哭着吃过的苦给笑着说出来。

刘明侦的学术成绩是以
辉煌的个人履历为证，到底够
不够格其实已经无需多言，可
是一些人却津津乐道于她所
谓背景，看不到她的付出和努
力。这些人不从成绩的角度，
而是从人脉的角度，不从个人
努力的角度，而从背景的角度
看问题，对刘明侦来说是不公
平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简单的
背景论，不仅忽视了个人努
力，更往往会忽视抱负和精神
境界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作
用。刘明侦有句话得到广泛认
同，她认为，我们对这个社会
和国家是有使命的，也是有责
任的。这种使命感是想在学术
上有所贡献，而不是想谋个什
么职。看不到这一点，对像刘
明侦这样的人的理解就容易
流于片面，就容易受外界因素
干扰，作出错误的判断。

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
于人，谁都有质疑的权利，但
质疑不能流于表面，要不然很
容易人云亦云失去意义。但这
并不意味着刘明侦就不需要
面对质疑了，这些声音中有些
是无理取闹，有些则是事出有
因。这几年，年轻官员任命引
发的争议很多，网友的质疑有
助于推动官员的任命制度更
透明化，更经得起质疑。

应该看到，一件事情引发
争议是正常的，没有争议反而
要多问一个为什么。刘明侦的
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是两码
事，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还
应该看到，虽然个别网友很不
理性，但大多数网友的留言是
非常理性的，而一些声音所引
发的争议则提醒管理者，任何
时候都不要忘记社会有监督
的权利，任何时候都要对质疑
保持足够的敬畏之心。（摘自

《钱江晚报》，作者高路）

□李英锋

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
三届一次会议开幕后，全国两
会首场“部长通道”在人民大
会堂北大厅开启。司法部部长
张军在谈到改造罪犯的问题
时表示，目前监狱假释罪犯的
比例明显偏低，只有2%左右，
这明显不符合法律精神，今后
要会同法院、检察院大幅提升
可以假释的罪犯比例。（3月4
日《新京报》）

对于基层司法局负责社
区矫正工作的法律工作者来
说，这则消息让人喜忧参半。
喜的是提升假释罪犯的比例
后，更多服刑人员可以在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尽早融入社会，
忧的是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
尤其是基层的社区矫正工作

还存有不少薄弱环节，如果大
幅提升假释犯的比例，社区矫
正恐怕难以跟上节奏。

目前，《社区矫正法》虽几
经动议，但仍未出台，社区矫
正工作所依据的只是最高检、
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于
2012年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
实施办法》以及各地对应出台
的文件，这些规范的层级效力
较低，强制执行力、约束力较
弱，甚至在某些部分留有空
白，笼统模糊，相互冲突，不足
以有效分配公检法司各部门
之间的社区矫正责任，不足以
有效协调各责任部门的协作
监督关系，不足以给社区矫正
这样一件非常重要的监外执
行工作提供强力依据，让社区
矫正部门感到有些不太好用。

这几年，各地社区矫正工
作陆续由公安机关转交给司
法行政机关，但一些地方的基
层司法行政机关监管力量较

薄弱，有些司法所只有一两个
人，监管的缓刑、假释、保外就
医等监外执行人员就有四五
十人，监管人员往往力不从
心。另外，一些监管人员的业
务素质不达标，责任心缺失，
容易出现监管漏洞。司法行政
机关的矫正手段也存有短板，
对于监外执行人员不按规定
时间报到、不随身携带定位手
机或手环、不按规定参加教育
学习、不定期报告情况、超出
指定区域活动等问题往往只
能警告，规范震慑力度不足，
监外执行人员往往不以为意。

假释是一种司法措施，是
一种监外执行手段。提升假释
罪犯的比例必须以强化社区
矫正能力为前提，如果提升假
释罪犯的比例或者步伐超出
了社区矫正的能力，社区矫正
部门就消化吸收不了假释罪
犯，就会产生很多副作用。显
然，强化社区矫正能力是当务

之急，国家应该尽快制定《社
区矫正法》，明确社区矫正的
责任分工、范围、标准、方式、
时限、保障措施等要素，赋予
司法行政机关从事社区矫正
工作的强制执行力。比如，可
以直接决定对违反社区矫正
要求的监外执行人员采取行
政拘留、罚款、诚信惩戒等措
施。监狱、法院等部门决定假
释时，还应与司法行政机关提
前沟通，由后者进行调查，出
具接收意见。各级政府应该重
点支持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建
设，选优配强工作人员，配全
办公硬件，完善教育培训、考
核监督等软件。

监狱“放出来”，社区矫正
部门还得管得住、管得好，这
样才能降低假释犯再危害社
会的风险，才能保障他们在监
外改过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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