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一段视频引发关注： 武汉一名快递小
哥在烈日下顶着37℃的高温， 戴着一顶兔耳朵帽
子， 不停地拉动兔耳朵在逗一个小女孩， 满头大
汗却不亦乐乎， 孩子看着他咯咯直笑。 快递小哥
叫杨壁， 孩子是他4岁的女儿潼潼， 患有轻微脑
瘫， 不会说话走路不稳。 前不久， 家里迎来了早
产的二宝， 杨壁只能暂时带着女儿一起送货， 他
在腰上系一根安全带将女儿护在双手双腿间， 穿
梭于大街小巷和楼宇之中。

点评： 为乐观、 坚强、 积极的 “袋鼠” 爸爸
的价值观点赞， 希望 “小袋鼠” 能够早日接受治
疗， 健康成长。

“袋鼠爸爸”送快递
腰上系着脑瘫女儿

■本期点评 博雅

近日召开的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实
施四个月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自5月1日条例实
施以来， 从外卖平台的统计结果看， 15%到20%
的外卖订单已经选择不需要餐具。

点评： 解决白色垃圾问题， 也要依赖的是国
民的自觉性。 经常点外卖的人， 肯定每个人都能
对环保问题说出一番见解， 但是愿不愿意身体力
行， 以自己很小的麻烦换取整个国家国民生存环
境较大的改善， 还是需要努力的。

近日， 为迎接同学们返校， 湖北第二师范学
院的宿管阿姨们， 将1000多位同学的被子搬出
来晾晒。 为避免弄混， 阿姨还用标签写上宿舍和
床位号。 有床单被褥发霉严重的， 阿姨们还会帮
忙洗一洗。

点评： 暖心！ 给有爱的宿管阿姨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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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同学返校
宿管阿姨给学生们晒被子

现年63岁的李德旺是河北省迁安市杨各庄
镇徐流口村村民， 2008年开始担任长城保护员，
守护村子附近的明长城。 12年来， 他几乎每天
要在这段长城上走一遍， 清除垃圾和破坏墙体的
杂草， 劝阻来此放羊的村民， 提醒游客保护长城
的注意事项。 每逢暴雨， 李德旺都是雨刚过便踏
着泥泞的山路， 仔细巡视长城， 一旦发现问题便
记录下来并上报文保部门。

点评： 让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最原始的样
子， 让历史遗产绵延千年， 让文化记忆悠久传
承， 让民族精神生生不息……也许， 这就是今天
我们保护长城的意义所在。

北京15%到20%外卖订单
已选择无需餐具

63岁村民
12年来用心守护长城

这些年来， 因为是名校效应的缘故， 有关北
大、 清华的毕业生去向， 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 近日， 一张杭州余杭区招聘公示的截图引发
网友关注。 这份长长的公示名单里， 清一色是来
自清华、 北大的硕士、 博士毕业生， 其中还包括
一些街道办事处的岗位。 这使笔者想起了去年深
圳的一些中小学， 高薪引进北大、 清华硕士毕业
生工作， 也曾引发网友热议。

笔者注意到， 这些岗位中， 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8个街道办事处的岗位。6个录取了北大、清华
的硕士毕业生，2个录取了博士毕业生。 据称被录
取的毕业生， 年薪可达38万元。

应当说， 年薪38万元， 这个薪酬待遇对很多
人都具有很强的诱惑力， 更何况是职场新人。 据
介绍， 从2017年起， 杭州市余杭区先后走进清华
大学、 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宣讲招聘。 当时共推
出100个岗位， 最终有76人报到。 该区近年来出
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来自清华北大的考生可自
由选择事业编制人员或政府部门高级雇员两种不
同身份类型， 要么可按事业副处级标准享受绩效
工资待遇， 要么可拿高达38万元的年薪， 还提供
免费人才公寓。

待遇优厚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这里干事的
环境和发展前景好。 余杭区是当下杭州市发展速
度最快的县区， 2019年GDP位列杭州市各县区第
一。 这里有阿里巴巴总部、 有梦想小镇。 去年余
杭区还面向海外招聘政府雇员， 招聘对象为海外
世界百强高校硕研以上毕业生。 海外招聘录用人
选中， 政府高级雇员年薪约50万元， 政府中级雇
员博研约38万元， 硕研约35万元。

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 余杭区这几年招聘名
校毕业生来当地工作， 不是权宜之计和大材小
用。 在他们看来， 不仅需要吸引产业人才来创新
创业， 还需要引进培育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当地还给清华北大
毕业生提供生活导师和工作导师， 制定 “一人一
策” 培养方案： 晋升不止镇街一条路， 当地培养
的人才， 还可以为省市乃至全国输送。

众所周知， 如今的街道工作， 已经不是早已
的贴贴标语、喊喊口号、上门动员、下片摸底的简
单工作，由于各地政务改革的加大，很多复杂的政
务工作都下沉到街道办。 尤其像余杭这样发展较
快的区域， 面临的政府服务更加细致和复杂，绝
不是每天上传下达就可以胜任。 改革机关事业单
位用人机制，理应引进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加盟。

对名校大学生也好， 硕士、 博士毕业生也
罢， 都应当自觉放下身段， 在基层扎扎实实锻炼
几年。 了解国情， 锻炼才干， 基层是一个最理想
的地方。 尤其是街道办， 已经不是人生的小舞
台， 而是实现梦想的起飞地。

对硕士、 博士这样的高学历毕业生， 未必最
理想的就都是去名称高大上科研院所。 高学历只
是人生的新起点， 而不是干事的大包袱。 投身于
火热的基层一线工作， 不但能检验自己所学的实
际应用， 还能极大地丰富人生阅历。 更何况， 像
余杭区这样对引进人才的高待遇， 也解决了年轻
人的后顾之忧， 这样就能心无旁骛地为当地的发
展效力。 还记得当年北大一个毕业生， 毕业后卖
起了猪肉， 至今已经成为贡献很大的企业家， 这
也没有什么不好。

笔者以为， 随着各地引进人才的不断创新和
完善， 北大、 清华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就业的故
事， 不应再是媒体和各界关注的焦点。

清华北大毕业生
任职街道办
不应再是焦点

2岁萌娃尿湿鞋子
老师暖心缝制最靓的鞋

近日， 江苏江阴一名2岁萌娃穿 “新鞋” 的
视频走红网络。 视频中， 萌娃穿着塑料绳和纸做
成的鞋子走来走去， 甚是可爱。 据了解， 当天下
午孩子上厕所时， 不小心将裤子、 袜子和鞋子弄
湿， 老师发现弄湿的鞋子无法立刻烘干， 又担心
孩子脚着凉便临时做了一双 “新鞋”。

点评： 全能的老师， 最靓的仔， 这双鞋值得
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