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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部分地区，人们进入小区、单位和公共场
所时，不仅要扫健康码，还须手写个人信息，进行“二
次登记”。

技术进步为做好防疫等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有了健康码，个人是否来自或者经过中高风险地区一
清二楚。在健康码已经包含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要求
人们“二次登记”，是否有必要？实际上，一些小区虽
然要求“二次登记”，但对信息是否真实、登记是否清
楚并不关注。这正说明，这种登记不过是走个形式。
既然如此，何必多此一举？ 文/袁媛 图/勾犇

“二次登记”未免多此一举

时论

时评江东

中国新闻

专栏

□ 本报记者 王拓 杨频萍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今年很多高校
学生积极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选择
留校过年。他们有的选择通过实习来充
实自己，也有的向科研目标冲刺。新华
日报·交汇点记者走近他们，看看他们打
算怎么度过这个特殊的新年。

首次在外过年，
生活学习更规律

2 月 2 日下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
电学院大三学生张贺忙着给留校学生发
放新年卫衣，满屋子红彤彤的色彩，春节
的气氛渐浓。

1 月 14 日放假至今，张贺在学校待
了半个月，“本来早早买好了 16 日的火
车票，归心似箭，但老家石家庄疫情严
重，和家人几经商量最终还是决定不回
去了。”

宿舍楼里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冷
清。“宿管阿姨介绍我认识另一个留校学
生，他来自黑龙江，我们常常一起约饭、
打球。”张贺说，刚开始放假时，他每天起
床都很晚，后来学校给他安排一些工作，
生活逐渐有了规律。工作内容五花八
门，比如，在羽毛球场、乒乓球场负责维
持秩序；负责办公室数据统计；菜鸟驿站
的助管，帮助快递的上架录入和投柜
等。“爸妈本来怕我留下来管不住自己，
没想到我不但生活更规律，还能赚钱补
贴生活。”张贺笑着说。

“这是我 20 多年来第一次不回家过
年。”江苏大学学生范亚坤感慨说。作为
学校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三学

生，今年 6 月他即
将硕士毕业。做
实验的同时，他还
在着手毕业论文
写作。“正是紧要
关头，希望利用在

校的最后一个寒假完成毕业论文第一
版。”范亚坤早晨 9 点左右到工作室，晚
上 10 点左右回到宿舍，一天的学习生活
紧张、有序。

2 月 2 日下午，扬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建筑工程学院为两名留校过年的
石家庄学生送上专属“运动礼盒”。“要
运动，勤学习，特殊的寒假要过好，年也
要过好！”假期校园有些冷清，但薛梓
萌、王克寒将假期生活安排得井井有
条。“吃住很方便，时间多了，更要学会
计划。”薛梓萌说，早上起床先吃早饭，
和同学结伴去图书馆大厅看书，下午运
动或看书、看电影等。“每天下午，我都
会练习瑜伽或去操场跑步，这个寒假我
要将自己锻炼得更结实点。”

贴心周到服务，
吃住安心有年味

各大高校纷纷推出暖心之举，让不
能回家团聚的学生一样能感受到浓浓的
节日氛围。

南京大学晒出的年夜饭菜单，引来
一波羡慕潮。本科生院老师蒋恩铭介
绍，春节期间留校本科生 118 人、研究生
约 800 人。该校将为全体留校学生提供
免费年夜饭，学生在大年三十和大年初
一当日凭有效证件即可享用。“南大考虑
学生的饮食习惯差异、民族文化不同，设
置三种不同套餐，包括燕窝蛋、川味口水
鸡、红烧鱼等多道美食；大年初一早点也
兼顾各地习俗，为学生提供芝麻汤圆、赤
豆元宵、牛肉包等多种选择。”南大后勤
服务中心相关人员介绍。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留校学生

们，在2月4日收到一份印有“陪你‘园’汁
‘园’味过小年”的特殊餐券。走进南农大
三食堂，热闹的场景好似过年一般。一盘
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有玫瑰白菜、萝卜、彩
色水芹馅儿。“来吧,大家动筷子！”园艺学
院院长吴巨友说，“大家今年在学校安心
过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南农大副校长闫祥林介绍，今年预
计有 1000 多名学生留校过年，学校准备
心意满满的礼包组合。留校学生以及后
勤一线服务的员工，将收到学校“春节礼
包”，其中包含坚果礼盒和防疫物资。为
了方便学习生活，寒假期间留校学生上
网免费。留校生每人都将收到价值 100
元的餐补，并享有一定额度的配电免费。

2 月 4 日一大早，江苏海洋大学校长
宁晓明、副校长金芙蓉带着辅导员们来
到宿舍，看望寒假留校学生，并送去春
联、水果、牛奶、坚果等新年礼包。宁晓
明将红彤彤的中国结递给学生，“我们一
起把宿舍装扮一下，大家有需求有困难
尽管提，我们保证让大家把年过得舒舒
服服、热热闹闹的。”

江苏海洋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留学生、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阿
克莱连续两个寒假没能回家了：“在学校
过得很开心，谢谢老师们的关心！”拿到
老师亲手写的“福”字，阿克莱惊喜地说：

“这个福我知道，要倒过来贴，在中国寓
意‘福到了’。”

一对一联系，
师生组成“临时大家庭”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大一学生赵
梓伊来自石家庄，为了让“落单”的她不
孤单，学校特意让她搬进教师公寓，与同
样留守学校的河北籍教师任建蕊结对。
在接下来的假期中，她们将共同迎接这
一个特别的农历新年。两人搭伙吃饭，
水电全免。“大家帮忙准备了锅碗瓢盆，
隔三差五还有人送食材。我们搭伙半个

多月，就去过两次菜场。”赵梓伊说。
“就地过年，是我们作为大学生基

本的社会责任。”南京财经大学商务英
语专业学生闫雨琦同样来自石家庄，与
父母商量后决定暂时留校过年，心理上
的失落在所难免，他没想到的是，这个
假期有来自学院的 6 位“临时妈妈”照顾
他。送书、送零食、送生活用品⋯⋯学
院党委书记李骏等 6 位老师自告奋勇排
好“值班表”，和闫雨琦一起学习、一起
吃饭，缓解他的思乡之情与紧张情绪，
关注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把他照顾得
无微不至。闫雨琦说，“我一定不会辜
负老师对我的期望，趁着假期查缺补
漏，用优异成绩回报他们的关爱。”

寒假第一天，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
院 6 名留校同学收到学校发放的 800 元
生活补贴。为了提升留校学生的生活质
量，学校安排他们搬到住宿条件最好的
培训中心公寓居住，2人一间。房间内空
调、电视、WiFi、热水等一应俱全。“我们
建立一个服务群，保卫处、医务室、后勤
处、现教中心、食堂人员和辅导员都在群
里，学生有任何需求和疑问，只需在群里
发个信息。”学生工作处处长章小军表
示，学校多部门联动，线上线下结合，确
保学生们假期安心舒心。

“我在学校挺好的，你们放心！看，
这是我刚拿到的新年红包。”在扬州大
学宿舍里，美术与设计学院大一学生李
润泽高兴地和父母视频聊天。“同学们
有什么问题尽管跟老师说，我们尽最大
可能帮你们解决。”这是李润泽等几位
河 北 籍 留 校 大 学 生 听 到 的 最 多 的 话
语。为了确保他们在校正常学习、生
活，学校安排他们集中住宿，为他们提
供直饮水、热水淋浴、自助洗衣等服务
设施，满足日常住宿需求。“学院专门为
留校学生安排学业导师，希望学生利用
在校机会提升自己。”扬大美术与设计
学院院长李玫说。

年货充足年味浓 生活学习有规律

“我在学校挺好的，爸妈请放心”

最近看了这样一个材料：亚马逊始创者杰夫·贝佐斯在开重要会议
时，习惯在会场准备一把空椅子，时刻提醒大家：那些不在场的“他”，也
是决策时需要关注的人。

决策不忘留把“空椅子”，贝佐斯的这一做法不仅值得国内的企业
家学习，也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借鉴。决策事关众人利益，事关企业和地
方发展。一般情况下，决策的在场者都会从各自的角度，表达自身立
场、观点和意见，这些意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决策的最后结果。但作为
决策者，也必须明白：作一项决策，不仅要倾听在场者的声音，也要听取
不在场者的意见，不仅要考虑那些“有声的诉求”，也要打捞那些“沉默
的声音”，考虑那些“无声的诉求”。

这些年，各地紧紧围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加
强政府自身建设，全力推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决策
的能力和水平大大提高，“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
现象大为减少。但是，决策时如何充分考虑那些“不在场者”的诉求，
这一点却值得注意和加强。比如，现在各地为百姓兴办的民生实事
项目很多，但由于在决定办哪些实事、怎么办实事的过程中，对百姓
这个“不在场者”的声音考虑得不够，“为百姓做主”常常变为“替百姓
做主”，结果常常好心办坏事。百姓希望有个健身广场，决策的结果
却是建花坛、喷泉，好看却不好用，这类项目实施后老百姓并不买账，
有的甚至“政府点菜百姓却不动筷、政府买单群众却不认可”。再比
如，有的地方引进了一个大项目，有关的经济部门往往是决策的“在
场者”，而文化等部门却可能成为“不在场者”，此时能不能给这些部
门一把“空椅子”，能不能在决策时充分考虑他们的意见，就决定着决
策是否科学、能否达到最优。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从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角度
看，决策不忘留把“空椅子”，不能仅停留在意识层面，而要延伸到行动
层面。换言之，作为决策者，不仅要在头脑中绷紧“作决策要考虑不在
场者的利益诉求”这根弦，而且很多时候还要走出决策现场，主动去寻
访这把“空椅子”，到决策现场之外去听取那些“不在场者”的声音。进
而言之，不仅要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且要汲取他们的智慧；不仅要个别
地听、局部地听，而且要广泛地听、多层面地听；不仅要听，而且要听而
善“纳”。如此，决策才能最大程度地关照各方诉求，最大程度地减少失
误，同时得到最大程度的落实。

决策别忘
留把“空椅子”

□ 刘庆传

这两天，又有很多人的“青春”要结束了。据上海市公安局通报，
“人人影视字幕组”因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被上海警方查处。目前，警
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4 名，查处涉案公司 3 家，查获作案手机 20 部和
电脑主机、服务器12台，涉案金额达1600余万元。

这个消息，不啻于一枚重磅炸弹。与预想中差不多，在社交媒
体，一边是剧迷们“哀叹”“泪奔”，一边是法律界人士热烈讨论。应该
说，无论人人影视为网友提供了多少服务，无论大家对人人影视有着
多么浓重的“情怀滤镜”，无论视频中怎样注明“资源仅用于学习、交
流”“用户上传，侵权即删”，这些都不能掩盖其长期处于灰色地带、而
今越过“盗版”红线的本质。人人影视被封，彰显了国家保护知识产
权的力度和决心，也符合规范与法治的社会共识。

违法就该受到惩处，这没有什么可辩护的。但在社交媒体对此事
的热议中，一些颇具代表性的声音不应被忽略。被查封就是终点了
吗？今天倒下一个人人影视，只要还有相应的需求，还有生存的土壤，
可能还会有别的“人人影视”站起来。惩治盗版力度要大，但盗版背后
复杂的症结，更待解决。

客观来说，人人影视的众多用户事实上成为享受“盗版红利”的帮
凶，人们要习惯“免费时代”的终结。也要看到，虽然国家层面和行业层
面都在不断推进优质剧集的引进工作，但与如此庞大的需求相比，当前
引进的优质进口剧数量还是太少。

人人影视被查是生动的一课。十年时间，人人影视经历了从“布
道者”到“被查封”的转变，是时代发展、法治进步的必然。其间的兴
衰浮沉，为不少视频网站提供了一个极具参照价值的案例。无论是
从法律的视角，还是基于行业长远发展，人人影视式的“拿来主义”都
已不再适用今天的环境，如何在内容建设、盈利模式上寻求创新和突
破，可能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人人影视被查
是生动的一课

□ 陈立民

近日，泗洪县的蟹农捕捞集中暂养在池塘网箱中的螃蟹，依据规格大小分类打包，等到春节期间上市销售，既保障了市场供
应，又增加了蟹农的收入。 许昌亮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顾敏） 无锡市纪委
监委 4 日通报 8 起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
部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典型问
题。其中，有的隐瞒本人出资、他人代持
的房产，有的隐瞒外地或海外房产，有的
低价购房，申报时故意隐瞒房产交易真
实情况；有的利用“影子公司”贪腐谋利，
不如实报告本人、配偶及子女经商办企
业情况；有的不如实报告持有股票、基
金、投资型保险等投资理财情况。

2017年8月，江阴市委原常委、市政
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费平在美国洛杉
矶购置房产 1 套，面积 270 平方米，总价
83.6 万美元；2019 年 12 月，在南京市某
小区购置房产 1 套，面积 200 平方米，总
价961万元；2013年，费平投资某品牌加
盟店 1000 万元；2016 年，投资上海某医
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980 万元；2018
年，投资江苏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
万元。2014 年至 2020 年，费平在填写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时，未
向组织如实报告上述情况。费平还存在
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已被立案审查
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2005 年 5 月，锡山区政协原党组副
书记、副主席章建新购买锡山区某别墅1
套，面积 331.29 平方米，合同价格 50 万
元。2014 年至 2018 年，章建新在填报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中，故
意隐瞒低价购房事实，将该房产购买价
格填为 100 万元。2011 年 5 月，章建新
以其子名义，购买锡山区某别墅 1 套，面

积 586.5 平方米，合同价格 200 万元。
2014 年至 2018 年，章建新在申报个人
有关事项时，故意隐瞒低价购房事实，将
该房产购买价格填为 230 万元，并将购
房时间填为2007年。2004年4月，章建
新出资 35 万元，与他人合伙成立无锡某
国际家具城广告有限公司；2009 年，章
建新出资 78 万元，购买某公司股份 6.67
万股，并委托他人代持，这些情况均未向
组织如实报告。章建新还存在其他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2019 年 7 月，章建新受
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司法机关已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009 年 10 月，梁溪区委原常委、副
区长陈红升以姐夫名义购买滨湖区商铺
2 套；2011 年 8 月，陈红升获悉深圳某投
资管理公司即将上市的消息后，通过亲戚
符某转账给徐某100万元，用于投资购买
该公司股份，并以符某名义与徐某签订委
托持股协议，委托徐某代为持股。2014
年至2018年，陈红升在填报《领导干部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时，未向组织如实报
告上述情况。2018年5月8日，陈红升被
组织谈话时，仍未如实报告其持有非上市
公司股份的情况。陈红升还存在其他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2018年11月，陈红升
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司法机关
已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004 年至 2012 年，无锡君来酒店
管理集团原副总裁兼太湖饭店原总经
理杨国兴先后购买无锡市中山路商铺 2
套、山东省乳山市商品房 1 套、无锡市商

品房 1 套；2001 年起，杨国兴妻子先后
多次使用本人或亲戚开设的证券账户
交易股票。2014 年至 2016 年，杨国兴
在填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表》时，未向组织如实报告上述情况。
杨 国 兴 还 存 在 其 他 严 重 违 纪 违 法 问
题。2021 年 1 月，杨国兴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已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4 年至 2015 年，锡山区城市管
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马新华（副处
级）在填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
告表》时，未如实填报本人及其妻子持
有股票的情况。2016 年，市委组织部在
核查中发现并指出有关问题。在组织
部门要求马新华作出书面说明时，马新
华仍未如实报告其持有股票的情况。
马 新 华 还 存 在 其 他 严 重 违 纪 违 法 问
题。2020 年 12 月，马新华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4 年 5 月，无锡市政府驻北京联
络处原主任吴彧以其子的名义，投资 25
万元入股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占
股 5%，后吴彧将股份转至亲戚周某名
下，由吴彧实际控制；2015 年 2 月，吴彧
以其子的名义，投资 98 万元入股无锡某
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7 年 3 月，
吴彧将该公司股权转让给亲戚公某。
2016 年至 2018 年，吴彧在填报《领导干
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时，未向组织
如实报告上述情况。吴彧还存在其他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19 年 3 月，吴彧
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司法机
关已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004 年 2 月，惠山区原副区长刘俊
伟以其母亲名义，出资 50 万元，与华某、
肖某 3 人共同成立无锡市某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占股33.4%。2009年后，刘俊伟
的股份先后由华某等人代持。2014 年
至 2019 年，刘俊伟在填报《领导干部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时，未向组织如实报
告上述情况。刘俊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2019年10月，刘俊伟受到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司法机关已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008 年 6 月，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原党委书记袁国桢全家办理投资移民美
国手续，2013年10月取得美国永久居留
权，其间多次往返美国。袁国桢未向组
织如实报告上述情况。袁国桢还存在其
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0 年 7 月，袁
国桢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
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通报指出，这些典型案件暴露出的
领导干部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问
题，严重违反了纪律规定，污染了政治生
态，破坏了营商环境，产生了“破窗效
应”，已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障碍，
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当前，各级领导干
部正在填报 2021 年个人有关事项，必须
吸取上述案例的深刻教训，如实填报，特
别是必须如实报告他人代持的房产、经
商办企业、投资理财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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