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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评论 ２０13年3月19日 星期二6

袁浩

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 ，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 这就
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 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 这种精
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 强国之魂。
(3月17日新华网)
� � � � 人无精神不立 ， 国无精神不强 。
中华民族在绵延五千年的文明中 ， 孕
育 、 锻造出了许许多多光彩夺目 、 普
照人间的民族精神 。 这些历久弥新的
民族精神 ， 是中华民族昂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精神脊梁。
如今， 我们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

社会变革 。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 实现中华儿女心中的中国梦， 在全
体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弘扬
“中国精神” 就显得尤为紧要和迫切。

弘扬 “中国精神”， 首先要坚定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这
条道路来之不易， 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
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 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
来的， 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
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 是
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

中走出来的， 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
泛的现实基础。 弘扬 “中国精神”， 就
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
信、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坚定不移沿
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弘扬 “中国精神”， 要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 是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精髓 ， 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方向 。 党员干部必须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于心灵最深处 ， 贯
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 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的全部和始终， 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
融交锋的新形势下，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
的政治本色。

弘扬 “中国精神”， 关键要提升改
革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百年梦想与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 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的宏大画卷。 当前， 我国正处于改革
的攻坚期和深水区 ， 惟有坚持改革创
新， 才能开创新局面。 为此， 必须不断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发展新路， 以思
想大解放推动改革大突破 、 经济大发
展、 社会大进步， 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
开辟新天地， 托起 “中国梦”。

彭芳

3月17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
见面。 李克强在回答有关反腐败
的提问时强调，要让人民过上好
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李克强的话朴素明了，群众
看到了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的决心 ，更感到了打造 “民生政
府”的暖意、善意。

近年来 ， 行政开支居高不
下，尤其是“三公”支出。 未来财
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
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
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
削减政府的开支。 要让人民过上
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民
生支出不断增加，行政开支不断
减少 ，切切实实体现了 “执政为
民 ”思想 ，人民群众的生活成本
就能从根本上降低，可支配收入
自然也会上升。

政府要过紧日子， 权力越大
越要带头。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与
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不无关系。

一些地方一想到降低成本， 就从
最基层开始， 而往往忽视了领导
层。 李克强为此约法三章，本届政
府内， 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
律不得新建； 二是财政供养的人
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
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 “中央
政府要带头做起， 一级做给一级
看”，这就意味着，部门、领导权力
越大，越要带头过紧日子。

“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
打造 “民生政府”， 兑现改革承
诺，就必须直面“深水区”的风险
与挑战。 政府过紧日子的改革，
是在政府身上“动刀子”，突破利
益固化的藩篱。 这是削权，是自
我革命 ，会很痛 ，甚至有割腕的
感觉 ，但这是发展的需要 ，是人
民的愿望。

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
如甩开膀子 ， 团结各方面的力
量， 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
造福人民。 “己正，才能正人，这
是古训，也是真理。 自古有所谓
‘为官发财，应当两道’。 ”李克强
如是告诫我们， 当以此共勉，干
实事、干好事、干成事。

百姓感觉好，才是真的好
魏青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考察河北阜平时 ，
与陪同人员、 工作人员在一起吃同样简单的
饭菜， 住的是县招待所一个只有16平方米的
套间，家具陈旧，卫生间瓷砖开裂。 当地人员
表示歉意，总书记却笑着说 ，这样就挺好 ，不
必讲究。 (3月17日新华社)
� � � � 如此“简单 ”的背后 ，是不简单的转作风
示范，是不简单的行政美德体现。 这样的简单
意识和行为越多， 转作风就越有示范力和说
服力，更有凝聚力，与人民心心相印 、同甘共
苦、团结奋斗就变得更鲜活和生动。

领导干部越是有这样简单行政审美观，老
百姓就会感觉挺好；老百姓感觉好，那才是真的
好，反之，豪华开会，讲排场视察，奢靡行政，虽
然一些干部乐此不疲， 只会让百姓对干部的印
象越来越不好，让百姓离干部越来越远。

不必讲究，道出了为民行政的美德，道出
了为官者的公仆情怀。 小套间虽陈旧，却折射
出了中央领导的新作风 ，新风尚 ，新意识 ，新
德行；房间虽小，却让人感觉到中央领导清廉
的行政风范。

无独有偶。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7日会见中
外记者时表示，要用简朴的政府来取信于民，造
福人民，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
子。 过紧日子，就是过简单日子，就是过不过分
讲究的日子。

“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 如果
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
一堵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 ，我
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习
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指出 ，
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
只是改进作风的第一步。

从“简单挺好”到“不必讲究”，到“过紧日子”再
到“简朴政府”，细微之处，体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
在改进作风和清廉行政上“从我做起”的率先垂范。

林可玫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中
外记者见面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时说 ， “机构改革不易 ， 转变
职能更难 ， 因为它更深刻 。 我
经常在地方调研的时候 ， 常听
到这样的抱怨 ， 办个事 、 创个
业要盖几十个公章 ， 群众说恼
火得很 。 这既影响了效率 ， 也
容易有腐败或者叫寻租行为，损
害了政府的形象 。 ”（3月 17日
新华社）

时下 ， 政府部门管理环节
繁杂 ， 行政审批过多 ， 办事效
率低下 ， 已成为一种 “痼疾 ”，
以致 “门难进 、 脸难看 、 事难
办”， 早已为老百姓所诟病。 很
难想象 ， 办个事都要盖几十个
公章 ， 如此办事效率与行政风
格 ， 还能奢望这些职能部门能
“想群众之所想 、 急群众之所
急”？

有媒体报道 ， 北京一对夫
妇为了办准生证 ， 在老家和北
京两地来回奔波 ， 50多页资料
上盖了30多个公章 。 拿到生育

证时 ， 肚子里的胎儿已有七个
月 。 这种办事效率 ， 凸显相关
部门服务意识的欠缺。

要改变这种为民服务的被
动局面 ， 必须加强政府效能建
设 ， 简化和规范行政审批 ， 打
造阳光的政务平台， 真正便民。
目前 ， 一些地方建立 “政务超
市”， 开展 “一站式” 服务， 深
受老百姓的欢迎 。 因为它是变
“百姓跑” 为 “干部跑”， 变 “多
次办” 为 “一次办”， 变 “拖着
办” 为 “快速办”， 变 “随意办”
为 “规范办”， 让人看到了一股
文明、 高效行政的新风尚。

“群众恼火得很”， 这已传
递出明确的信号 ： 转变政府职
能 ， 提高行政效能 ， 已成为当
务之急 。 这既是政府执政为民
理念的要求 ， 也是职责所在 。
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强化服务职
责 ， 明确服务理念 ： 老百姓需
要什么 ， 只要合理 、 合法 ， 政
府部门就应该尽量满足。

对政府而言 ， 服务是宝贵
的无形资产 ， 把它经营好了 ，
赢得的是民意的支撑。

家住漳州市芗城区的古稀老人
吴保存， 坚持给92岁的母亲黄芙蓉
洗脚。 8年来， 这幅温馨的画面在这
对母子之间从未落幕。

———曾经有人说：“人生最幸福
的事就是在你白发苍苍的时候，还能
叫声‘娘’”。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已推出一款
名为“上海公厕指南” 的公厕查询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APP）， 提供全
市8000多座公厕的位置等详细情

况， 市民可根据APP提供的GPS指
引路线， 前往最近的公厕。

———小软件成便民利器。
日前， 北京市红十字会启动首

都红十字青少年续写雷锋日记活
动。 3万册日记本发放到本市青
少年手中， 用于记录他们学雷锋
的事迹和心得。 7月1日前， 将以学
校为单位统一回收日记本， 对优秀
的学雷锋活动和优秀的日记进行表
彰。

———学雷锋是净化心灵 ， 与日
记无关。

国内高校自主招生考试于3月16
日在全国各地城市同时开考。 试卷
中不乏被考生和网友称为偏题怪题
奇葩题的考题。 其中有一道试题，
要求用“北大、 清华、 高考、 状元”
4个关键词编一个笑话。

———偏题怪题奇葩题 ， 或许都
是 “素质题”。

（点评 于海滨）

近日，媒体陆续曝光了几则假
冒官员事件：一名叫赵锡永的男子
自称是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
并在云南等地行骗，所到之处不少
被骗官员陪同其考察。 而自称“科
技部重大科技专项办公室处长葛
守江”的男子也在各地视察企业 ，
视察时也有地方官员陪同 。 地方
接待单位则称 ，葛守江来时只出
示了一张名片 ， 没有核实过其身
份。（3月16日南方都市报）

冒称部委官员，居然在各地行
骗得逞，畅通无阻。 骗吃骗喝之外，
还有地方官员陪同“参观考察”。 面
对如此滑稽之戏，公众当然不能一
笑而过。 更要思考，骗子为什么这
么容易大行其道？ 是地方官员有眼
无珠，都是“色盲”，还是趋炎附势？

其实，骗子与被骗者，是各有所
图。 在地方官员看来，部委官员来
视察工作，能为本地发展带来资金
和项目， 能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巴
结还来不及呢，怎会怀疑？ 而骗子
也正是看准了地方官员的这种心

态，才敢肆无忌惮地行骗。
骗子行骗固然可恶，但反省为

什么会上骗子的当，行骗为什么能

得逞的原因更重要。
图/陶小莫 文/朱忠保

政府为何要过“紧日子”

行政效能低下，群众当然恼火

“中国精神”催人奋进

■新闻漫画

■一句话评论

假冒官员为何能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