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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部

精神的图景 ，有如大地开化 、河流
解冻 ，既有核心价值大江奔腾 ，也有各
种观念小河潺潺 ， 既有积极向上的清
渠，也不乏道德滑坡的浊流。

夯实我们的心灵家园，凝聚我们的勇
气，强调我们的责任担当。这，就是我们提
炼新时期“湖南精神”时最基本的出发点。

提炼新时期“湖南精神”的过程，实
质上就是认识湖南人、了解我们自己的
过程。

列宁曾经说过，缺点往往是优点的延
续。作为整体，湖南人有心怀天下，敢为人
先,刚毅果决、刚正不阿的性格优势；也具
备通天人之道，进退虚实合为一体的务实
精神。 特定地区个体的性格，往往左右着
一个区域精神的走向。 湖南人讲大义、有
大气、怀大局，值得称道，但过分强调身心
修炼，就容易走向唯意志论；眼界过高，则

易流于空虚，不屑于干小事实事；过于执
拗， 往往有伤协调退让求共赢的合赢之
道；血性旺烈，容易伴随着脾气暴躁；重情
重义，一不小心可能陷入小圈子的境地。

因此 ，提炼 “湖南精神 ”，亦为自省
完善、自我升华的过程。

一方土地的发展，需要一种自省精
神。 忽视自省，犹如晨起不照镜子，难以
察觉脸上的尘垢 ；轻视自省 ，便无法校
正未来的脚步。 自省，就是直言不讳地
发言，坦荡无私地“挑刺”，胸怀真理，毫
不隐讳，不遮遮掩掩，不含糊其词。

自省，离不开自我扬弃的勇气和睿
智。 湖南正处于新的发展高度，直面湖
南生存、发展状态———它所包容的优劣
并存的多样性 ，贬弃其鄙陋 ，褒扬其优
长，新时期“湖南精神”才会在传承的基
础上得以沉淀、升华与凝聚。

不言而喻，总结、提炼、培育新时期
“湖南精神” 的过程， 就是自我完善过

程。 意识到缺陷与不足，能更好地将湖
南的个性 、特点发挥到恰到好处 ，成就
湖湘儿女圆满健全的人格。

提炼 、弘扬新时期的 “湖南精神 ”，
可以助推民众自觉矫正思想观念、价值
追求、精神风貌等方面暴露出来的带有
普遍性的缺点，引领湖南人自觉克服落
后于时代 、 有碍发展进步的思想和观
念 ，形成褒奖进步 、摒弃落后的社会舆
论氛围和追求卓越的群体意识。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个地方的精
神不能仅仅是抽象的存在 ， 更应通过
“润物细无声”的有效手段，将其转化为
所有民众看得见 、摸得着 、感受得到的
实际成果。 故此，“湖南精神”是一股潜
在的、强大的鼓舞和推动力量。 它具有
明确的导向性， 有利于在
民众中形成和谐相处 、共
同建设美好家园的良好社
会风气， 有利于在民众中

培养超越自我 、永不自满的精神 ，和立
足湖南 、放眼全国 、面向世界的视野与
追求，藉此推动全省“四化两型”伟大事
业向更高层次迈进。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 提炼、培育
新时期“湖南精神”，理性地倾听“自省”
的声音 ，就能更好地找到认识 “湖南精
神 ”的 “最大公约数 ”，让它发挥着社会
的粘合剂 、价值体系的定盘星 、经济社
会发展的推进器和稳定阀的作用。

征集提炼“湖南精神”，既是为全省
人民提供一个广泛认同并自觉践行的
本地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为全国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提炼奉献湖湘
儿女的智慧。

（执笔 欧阳金雨 沈德良）

●实践者说
杨鹏

常言道：工作要上去，干部
要下去。执政为民，说到底就是
要扎扎实实为群众解决问题 ，
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湘乡市东郊乡结合本乡实
际，探索出 “走动式 ”的社会服
务管理模式，暖了民意，赢了民
心。

“走动式 ”管理 ，就是上千
家门，访千家情，解千家难。 在
东郊乡，“红袖章”很有名。东郊
乡党委、乡政府探索乡村式“网
格化管理”，以33个行政村为单
位，由机关干部、村干部成立了
“红袖章”组织，并吸纳老党员、
老干部、治安积极分子加入，每
个红袖章小分队对应一个行政
村。只要是群众有困难的地方，
就会有红袖章的身影。 这样就
把过去 “坐在办公室等问题”，
变成了 “来到身边解决问题”。
“走出一扇门，办了千家事”，这
种到群众中去的服务管理 ，有
效地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

干部倘若在其位不谋其
政，上不能利党 ，下无以益民 ，
无所作为，则会做了懒官。大东
山旅游区国家“4A”级景区茅浒
水乡在建设之初，乡党委、乡政
府积极与投资商协商， 为周边

村民争取到了近百个就业岗
位。 村民在农闲时拥有了“第二
职业”，大大提高了经济收入。

“走动式 ”管理 ，要带着感
情 、带着真诚 ，更要带着问题 、
带着任务。 东郊乡三联、大走访
活动解决了一大批群众的现实
困难：木桥湾的机埠改造工程，
虎涧村的混凝土硬化工程 ，花
亭、 定托村的自来水饮水工程
等等。 一位走访干部在自己的
民情记录本上写下这样一段
话： 当村民热情地递过来一杯
水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份变了，
肩上的担子重了。

毛主席在 《反对本本主义》
中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
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
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所以，
走下去不仅要开动双脚，还要开
动脑筋，不能走马观花。俗话说，
“葫芦掉进井里， 还是在水上漂
着”。

“走动式 ”管理 ，说到底就
是干部常下基层，常在基层。 多
到田埂头，干事才有准星；多登
农家门，群众就有靠头；多来地
里头，落实起来便有劲头。

“走动式”管理，关键在把基
层实际、民情民意作为想问题、
办事情的导航仪。
（作者系东郊乡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

近年来，“雅贿”现象日益泛
滥：不送金银送字画 ，不献豪宅
献古玩 ，题字有 “润笔 ”，出书有
“稿费 ”，在高雅、温情的面纱之
下，进行着利益交换与输送。

———再雅，也是贿。
（湖南 李鑫宜）

广州警方近日起草的《广州
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 ）》规定 ：对无主的拾获财物 ，
可在拍卖后将拍卖款的10%奖励
给拾遗者 ；对有主的失物 ，失主
领回时，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的
10%奖励拾获人。

———表达感谢， 没必要由政府
规定。

（广州 肖敏）
因在装修时产生建筑垃圾

未及时清理，河南一联通营业厅
日前被当地城管扔进几十袋建
筑垃圾，被迫暂时关门。

———执法，不能以恶制恶。
（陕西 张希尚）

日前，武汉光谷街头出现这
样一幕： 一位女子用狗链牵着3
位男子在地上爬行，期间有男子
匍匐地上， 舔舐女子脚上的鞋。
组织者称， 这是在搞行为艺术，
呼吁男女平等。

———女性站起来，并不意味
着男人就得趴下。

（上海 曾百舸）

倾听“自省”的声音

■一句话评论

■湖南观察

关注“湖南精神”征集提炼之 ②

■实践论·创新社会管理基层行

“走动式”管理赢民心

公交车存不存在超载？ 什么时候就属于超载？
近日， 一项公共汽车的 “超载标准” 引发人们热议。

有关规定显示， 1997年版 《机动车安全技术
条件》 中规定， 城市公共汽车、 无轨电车， 允许
站立面积1平方米站立8人。

乘坐公交车， 高峰期人挤人、 人 “贴” 人的
现象可谓司空见惯。 然而， 公交过度超载必然会
产生安全隐患， 旅客乘坐也不舒适。

“超载 ” 标准的改进和公共交通安全的实
现， 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期盼和社会进步的体现。

文/图 薛红伟

■新闻漫画
1平方米站8人
公交车仍未超载

禹海君

岁末年初 ， 长沙出现 “麓山里佳
园” 等几起楼盘开发商因为资金链断裂
而 “跑路 ” 事件 。 （2月12日 《央视新
闻直播间》）

房产开发商卷款跑路， 并非长沙一
地的孤本。 随着房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
的持续推进 ， 各地开发商跑路的 “新
闻” 不时见诸媒体。

表面上看， 资金链断裂是导致跑路
的重要原因 。 剔除表象不难发现 ， 导
致开发商频频跑路的原因远非宏观调

控政策使然那般简单。 固然， 开发、 销
售面临困境不假， 但仍不至于让开发商
傻到选择抛家弃产卷款而逃， 或者可以
到让开发商频频成功跑路的地步。 一个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房地产项目并非没
有利润， 即使宏观调控对房价有打压作
用 ， 但并没有将开发商的利润彻底挤
掉， 开发商仍可以选择降价销售回笼资
金。

在市场预期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 ，
开发商频频 “跑路” 的深层次原因， 可
以看成是房产业粗放、 远非理性发展后
遗症的集中爆发。 一方面是开发商在项

目开发时存在决策失误， 或者就是管理
能力不足 ， 基本停留在粗放经营模式 ，
使得本身处于超能力经营， 最终造成自
有资金不足 ； 另一方面 ， 市场监管缺
位， 让一些开发商浑水摸鱼， 利用注册
独立法人的项目公司圈钱， 等骗到一定
资金后就丢下烂尾楼逃之夭夭。

调查显示， 长沙 “麓山里佳园” 还
存在合同作假、 一房两卖等现象。 开发
商跑路后， 业主便面临投资打水漂的困
境。 如果监管部门能够提高房地产市场
的准入标准， 严格把关开发商的入市条
件， 在项目开发和楼盘销售过程中， 可
以提前介入监督， 合同作假、 一房两卖
等现象又怎会普遍存在， 开发商又岂敢
选择跑路的方式渔利或者躲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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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月7日
地点：东郊乡横洲村7组
“搭帮市里领导和乡政府

的干部，虽然一直是阴雨天，但
我的房子里很干爽， 真的是上
不漏，下不湿。 ”横洲村7组的老
张见到我们前去走访， 高兴地
说。

去年8月 ， 乡长杨鹏在横
洲村走访中了解到， 老张年近
五旬， 孤身一人。 两年前因骑
车摔伤致腿残， 丧失部分劳动
能力， 又无任何经济来源。 住
在两间破土砖房里， 屋顶破烂
不堪。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杨
鹏召集班子成员， 就建房问题
当场制定方案， 同时与民政等
部门联系 ， 多方筹集资金4万

多元， 很快为老张建起了几间
瓦房。 去年11月， 老张便搬进
了新房。

时间： 2月8日
地点： 东郊乡战古村
“今年完成了小农水工程，

我们以后就不用担心老天爷
‘变脸’， 可以更安心地外出打
工了。” 战古村的村民兴奋地告
诉记者。

过去 ， 由于水圳年久失
修 ， 村民灌溉用水极不方便 ，
每逢下雨水圳的水还容易形成
内涝。 为此， 东郊乡党委、 乡
政府高度重视， 为战古村修建
了一条3千米长的水圳 ， 该村
的农田灌溉泄洪能力得到强
化 。 东郊乡自开展 “走动式 ”
群众工作以来 ， 帮助190多户
困难家庭解决了实际难题， 化
解信访矛盾50多起。

开发商频频“跑路”背后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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