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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鲜利

持续高温，久旱无雨。 不少社区内
的花草树木遭受“烤”验：一些低矮的花
草灌木因不耐干旱而枯萎凋谢，但那些
高大的樟树、杜英树、玉兰树却依然枝
繁叶茂、郁郁葱葱，因为它们扎根很深，
可以吸收土壤深处的水分和养料。

扎根深，则生命力强。 自然界的情形
是这样， 人类生活的现象亦如此———我
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
胜无数艰难险阻，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带领全国
人民赢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关键就
在于我们党是一个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
的、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政党。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生存、 发展、壮
大的土壤，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 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
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 党要
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
始终密切联系群众， 必须始终谨记，在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
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
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
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
因； 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 同样，脱离
群众的危险，是党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
的最大考验，“四风” 就是集中的体现。
少数党员干部置党的根本宗旨于脑后，
居庙堂之高，贪权力之利，纵声色之欲，

行贪腐之为。 如此下去，岂能不会因脱
离群众而根断树枯？

认真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切实在整治“四风”上取得令群众满意
的成效，就是夯实党在群众中的根基。

党的形象如何， 生命力强不强，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党员的行为。 践
行群众路线， 尽心做为民服务的事，就
等于为党添彩；干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
事，就等于给党抹黑。 只有尽心竭力、全
心全意服务群众，才能最大限度地赢得
群众对党的信任和爱戴。

王石川

为践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广东省卫生厅要求厅机关
处级以上领导，以患者或患者家
属身份到广州地区不同级别、不
同类型医院“看一次病”，全程体
验挂号 、诊疗 、检查 、缴费 、取药
等医疗流程。 在8月13日举行的
座谈会上 ，许多干部感叹 ，只有
“看过 ”才知道 “看病难 ”竟然超
出想象。 座谈会上，几位干部提
出的改进意见多达50余条。（8月
14日《南方日报》）

此事之所以成为被热议的
新闻事件 ，原因在于 ，在公众看
来，卫生厅官员“微服就诊”太难
得。

看一次病，竟然有50多处不
满意的地方。 这样的结果，貌似
不可理解，实则颇为正常。 每一
个有过看病经历的人，到医院走
一遭，恐怕都能提出不少类似的
意见。 再者，干部“微服就诊”中
遭遇的问题，其实也都是老生常

谈的问题。 如挂号耗时久，诊断
时间短 ，专家预约难 ，床位供不
应求,工作人员态度恶劣等等，老
百姓时常都会遇到，为什么会有
如此大的反应？ 只能说，这些官
员们平时没怎么看过病，或者看
病时习惯有特权 、找熟人 ，无需
像普通患者那样排队、折腾。 如
果平时就跟老百姓一样，真真切
切地感受看病全过程，丝毫不会
有“超出想象”、“吓了一跳”的矫
情。

作为卫生领域的行政管理
者 ，本应该对沉疴已久的 “看病
难”问题非常了解。 但从官员们
的反应来看，他们的认知还远远
不够。

常言道 ，要想公道 ，打个颠
倒。 只有这样的换位体验成为常
态 ，或者说 ，剥离卫生厅官员看
病时的特权，官员们才能直击医
疗体制的种种弊端，切实感受民
众的看病难题，从而增强对医疗
体制改革的使命感与紧迫感，切
切实实查找问题、解决问题。

沈峰

住酒店要五星级，坐飞机要
头等舱……记者日前调查发现，
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出现挥
金如土现象，个别地区地市级副
职一年职务消费竟超过百万。（8
月13日《京华时报》）

职务消费，是公职人员为履
职而带来的各种公务消费开支。
合理的职务消费是公共服务、公
共管理所必须支付的成本。 但问
题是 ，在一些地方 ，职务消费变
成了过度消费，甚至成了假公济
私、权力寻租的温床。 这是享乐
主义 、奢靡之风的体现 ，群众对
此深恶痛绝。

随意性太大 ， 是导致这种
现象的主要原因 。 一些职务消
费范围不清 、 标准不明 ， 以至
于 “职务消费是个筐 ， 啥都可
以往里装 ” ； 一些单位监督乏
力 、 制约失衡 ， 财务预算 、 审
核形同虚设 ， 往往是一把手全
部说了算 ； 一些干部心存 “只
吃不带上级不怪 ， 只花不拿纪
律不查 ” 的想法 ， 于是 “不落

腰包的腐败 ” 堂而皇之地侵占
着公共财政资金。

乱象丛生 ， 根源在权力膨
胀、不受约束。 一旦支配财力的
公权力“私有化”,“政府的钱随便
花”很可能就变成现实。 而为了
躲避群众监督和上级审查，一些
干部的手甚至越伸越长，不光打
财政资金的小九九，还千方百计
转移消费、谋求各类灰色收入。

无疑，这样的不当职务消费
危害巨大， 不仅侵占国家资源，
滋生贪污腐败，而且严重败坏了
社会风气， 伤害了群众感情，销
蚀着政府的公信力。

清理乱象，就得给职务消费
划定“高压线”。 什么能花，什么
不能花，要有明确规定；花多少，
怎么花，要严格预算，设定额度；
花了以后更要公开透明，接受审
计，依法监督，严厉查处。

不通电的高压线，不过是一
条晒衣绳。

只有让那些只花不拿的腐
败干部真正为自己的行为 “买
单”，这股贪腐、奢靡的歪风才有
可能刹住。

近日， 湘潭人大网公开了湘潭383
名省、市人大代表的基本信息。 群众可
登录该网站，查阅、了解身边的人大代
表，向他们反映自己的诉求与意见。

———走群众路线，先得联系群众。
因价格等因素，不少内地人最近开

始到香港购买药品。 香港的一些药房，
每天的销售额中内地人消费约占一半。
据悉，同样规格的赫赛汀（药品名），在
北京医院的价格为人民币24500元，而
香港药房甚至低至14800元。

———从奶粉到药品，接下来，该去香
港买什么？

近日，有媒体报道，云南昆明的一
所小学新生分班时，把家长进行分类组
合。 比如1班的孩子，家长都是高学历；
中等学历的家长， 他们的孩子只能去2
班。 而除了学历，家长们的职业也决定
了孩子的分班。

———这是精英人士的主动要求，还
是学校自觉取悦他们？

（点评：冯丹）

耿银平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的
“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 提出了网络
空间的“七条底线”： 法律法规底线、社
会主义制度底线 、国家利益底线 、公民
合法权益底线、 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
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

网络，已进入了千家万户；上网，已
成为生活常态。 守住了“七条底线”，也
就守住了一道幸福之线。

当下 ，网络上践踏规则 、漠视规则
的人和事并不鲜见。 在这种背景下，将
“七条底线” 当作毋庸置疑的网络道德
和人格底线 ，知其不为而不为 ，至少已
说明 ，我们是一个严格自律的人 ，是一
个有着正义感、 公共责任感的公民；已
经在用默默无闻的力量、蜗牛一样的进
步 ，推动互联网文明不断发展 ；虽然我
们不能像圣人那样尽善尽美，我们已在
逐渐靠拢慷慨的君子境界。 有了这种精
神上的自觉 、自律 ，我们最终能抵达那

个叫做高尚 、慎独的地方 ，成为互联网
优良生态的一个重要推手。 这是一种有
形的影响。

遵循这样的底线， 还具备着无形的
影响力。 当将守住“七条底线”当做一种
生活常态，成为一种无意的道德追求、精
神追求的时候， 久而久之， 我们的潜意
识、内在的“气场”，也就会积蓄、沉淀更
多的正气、浩气，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就
能让行为更为坦荡，举止更有风范，身心
更为愉悦，无形中会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七条底线”也是一种社会规则。 当
甘愿固守内心的那一份幸福和清静，我
们对于这个充满正气的规则和约束，也
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更多的服膺感和敬
畏，更愿意发自内心地去遵守这一规则。
一旦个体将规则和自我心理需要完成了
对接，“遵守”起来也就不觉得难受。 达到
了这种双向和谐状态， 更多网民就能成
为当之无愧、坚守公正和法规的“互联网
公民”， 互联网也会在这种和谐推动中，
得到更多和谐而健康的发展。 8月13日， 微博@中国新闻网转

载的一个视频显示： 郑州有正式环
卫工雇一些年老的农村人替他们干
活。 正式工有编制，月工资为4000元
左右； 而雇一个临时工， 每月只需
1240元。（8月14日《东方今报》）

有编制的 ，是 “单位人 ”，是 “自
家儿女”，工资高、福利好，甚至不干
活都能领个劳务“差价”；没编制的，
就是在此打工的 “外人 ”，不光拼死
累活工资低，还没半点保障。 这种现
象不只存在于环卫工群体，在教师、
护士等其他行业也时有耳闻。 这种

同工不同酬的编制 “潜规则 ”，实在
是违“天道”、背情理之举。

今年7月1日起， 新的 《劳动合
同法》 正式实施。 其中最大的亮点
就是明确 “临时工” 享有与用工单
位 “正式工” 同工同酬的权利。 然
而， 转眼法律实施已一月有余， 社
会上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大量存
在。 这表明， 制度设计的落地， 步
伐还得加快， 力度还得加大。 因为
这不仅关系法律的尊严， 也关系社
会公平。

文/李英峰 图/李宏宇

查查“只花不拿”的腐败账

“微服就诊”应成常态

大家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扎根深则生命力强

“七条底线”也是一道幸福线 ■新闻漫画

■一句话评论

同工同酬不能“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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