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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葵

10月17日至18日， 湖南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参加了
湖南省发改委领导班子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牢固树立
“开端”意识，坚决去除“闯关”思想，
充分运用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形
成的认识成果，在整改落实上投入更
大的精力、下更大的功夫，以坚定的
决心和啃硬骨头的精神，打好解决突
出问题的攻坚战。（10月19日《湖南
日报》）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开好头，就
起好了步，就能为继续下一步奠定基
础和赢得主动。但反过来说，做什么
事开了头，如果不能始终如一坚持下

去，那也就成了虎头蛇尾，就不可能
善始善终。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能否取
得实际成效，能不能以实实在在的成
效取信于民，不仅关乎党执政能力的
提高， 也关乎党执政基础的巩固。习
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
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要防止一
些同志产生对照检查就是 “闯关”的
思想，不能以为过了这一关就可以万
事大吉了。 教育实践活动越往后，越
要坚持标准，决不能虎头蛇尾，决不
能用自我感觉代替群众评价。 其实，

这种“闯关”思想就是一种不求过得
硬、 只求过得去的侥幸过关心理，这
样开展的活动自然也就经不起实践、
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查摆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把
正确的认识落实到行动上。整改落实决
不能空对空，而是要实打实，才能确保
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四风”问题具有严重性、
顽固性、反复性等特点，不动
真格、不使力气、不下决心、不
出实招，只会是无关痛痒地敲
敲打打、 蜻蜓点水地做做样

子、虎头蛇尾地走走过场。一旦不能
触及问题症结、 不能医治思想沉疴、
不能纠正陋习弊端，“四风”只会积重
难返、病入膏肓，最终危害到党和国
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反对“四风”不
能抱有 “闯关 ”的侥幸 ，必须环环相
扣、步步为营、人人过关。

大家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坚决去除“闯关”思想 苏惠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每
位党员干部要敢于直面矛盾，勇于担
当 ，对 “四风 ”问题要敢说 “不 ”，善说
“不”，让说“不”。

要敢说“不”。对待“四风”问题，是
“挥刀亮剑”、敢于说“不”，还是见怪不
怪、“怕”字当头，体现的是一名党员的
党性原则和责任担当。尤其是下级对
上级、普通党员对领导干部说“不”，必
须具备基于党性之上的正气、勇气和
底气。正气，就是面对大是大非决不动
摇含糊；勇气，就是勇往直前，毫不畏
惧，坚持公平正义至上，敢于打破利益
固化的藩篱 ；底气 ，就是自己 “站得
直”、“行得正”、“过得硬”，铸就防范一
切“糖衣炮弹”的金刚不坏之身。

要善说“不”。反对“四风”问题，掌
握善于说“不”的艺术十分重要，说得好
就会产生闻“过”则喜的效果，否则难以
达到说“不”的目的。从党员干部自身来
说，对“四风”说“不”，关键是要学会做

到“理拒、巧拒、潜拒”。理拒，就是讲政
治，讲正气，做到不该要的坚决不要，不
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该做的事坚决
不做。巧拒，就是以恰当、巧妙、灵活的
方式方法，委婉、巧妙地拒绝各方吹来
的“四风”，做到重友情不变味，念旧情
不越界，讲亲情不错位。潜拒，就是早预
告、早防范、早提醒，将组织的规定、上
级的要求、本人的态度事先告知，避免
临时拒绝互相尴尬的场面。

要让说 “不”。 让党内同志抛开面
子，敢于说“不”，不能仅仅取决于说者
的勇气和听者的胸襟，关键还是要以正
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做保障，形成说
“不”的长效机制。大胆使用批评和自我
批评这个武器，让言者无罪，不打棍子、
不扣帽子，切实打消说“不”者的后顾之
忧； 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以
群众满意度为最高标准；树立正确的用
人导向和制度，让作风好的干部受到奖
励和重用，让作风不好的干部受到警醒
和惩戒；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让“四风”
无处藏身。杨朝清

近日，备受争议的“北大猪肉佬”
陆步轩和陈生将他们的猪肉直销店
开到了北京。两位“业界大佬”坦言：
“行行出状元 ， 卖猪肉不给北大丢
人。”（10月20日《北京晨报》）

无独有偶。一份来自怀化的励志
样本，也让龙青这位创业才子走进了
公众的视野———从开小作坊、搞家教
开始， 如今他已坐拥近亿资产财富，
并吸引了上千大学生就业，其触角开
始涉足农村城镇化建设。（10月21日
《湖南日报》）

无论是陆步轩，还是湘西小伙子
龙青，他们的人生历练，都不可避免
引发人们关于就业观念、 人才标准、
资源分配等诸多问题的讨论与反思。

长期以来，“中国式教育” 具有很
强的功利性，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为
了出人头地，古人不惜“头悬梁，锥刺
股”；为了金榜题名，现代人在应试教
育的竞赛场绝尘狼奔。只不过，在这个

时代，年轻人迈入职场之后，要实现向
上的社会流动，要跨越的阻碍并不少：
就业歧视，城乡二元体制的鸿沟，人情
社会的关系网络、 按资排辈的 “潜规
则”、阶层固化的“拼爹”现象……

只有“面对现实，忠于理想 ”，才
能让年轻人在理性选择中看到希望。
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人生信条正在
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数年前，陆步
轩接受采访时还透露出悲苦与艰辛，
感叹自己“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
如今，他高调地将自己的事业进驻北
京，且坦言“卖猪肉不给北大丢人”，
这不仅是主人公社会经历和人生体
验丰富的结果，也是全社会的就业观
渐趋多元、理性、务实的产物。

著名作家方方说，“一个好的社会，
不是为精英和天才而准备的，应该让更
多平民，才能平凡的人只要努力就能生
活得好，这样才是一个好的社会。”摒弃
“一步登天”的成功幻觉，懂得珍惜平凡
岗位、热爱简单生活，将命运掌握在自
己手中，人生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张传发

浙江有位年过六旬的老校长，在
教育圈里很出名， 因为培养了无数优
秀生；在教育圈外也很出名，因为天天
在食堂给学生打饭， 是民间被传最广
的“打饭校长”。从上周五开始，杭州文
澜中学的学生都在八卦一件事： 任哥
去哪儿了？他们口中的“任哥”，是校长
任继长。（10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师道尊严”，向来是刻画老师、校
长形象的固定模式， 但任校长坚持为
孩子们打饭，还总爱问：“这些够吃吗？
要不要再加点？”其实，除了这句口头
禅，他还会和学生聊两句：小到饭菜是
不是合胃口，大到作业量多不多，老师
有没有拖堂……只要学生提出的问题
确实存在，他会马上解决。受“任哥”感
染， 自发去学生食堂帮忙的老师越来
越多，孩子们私底下把书记徐青青、副
校长薛莹称为“徐姐姐”、“薛姐姐”。亲
昵称谓的背后， 是同学们对于师长发
自内心的敬重。

说起“任哥”，也来说说“鞋哥”。
余姚市三七市镇那位“王主任”，查

看灾情时，怕打湿鞋子，年近六旬的村
支书将其背进灾民家里。于是乎，三七
市镇党委决定，免去当事官员王某的职
务，并处以党内警告的处分。当地一些
官员似乎觉得他“很委曲”，不就是“背”
一下么，何况双方是“你情我愿”。

“鞋哥”被免，到底冤不冤？表面上
看，背他的老支书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而在有些人看来，只为一次“不湿鞋”
这等区区小事就将人家“主任”的职务
免去，似乎“有点冤”；但王主任既为人
民公仆， 就应遵循主仆关系， 而这一
“被背”， 便把干群关系颠倒了。 看起
来，台风，为突发性灾害，而“背一下”，
也就是偶尔为之， 但问题的根源还在
于“王主任”群众观念不牢。退一千步
说，天底下，应该是年轻人背老年人，
岂能让老年人背年轻人？ 道理就这么
简单！所以说，“鞋哥”的被免职，一点
儿也不冤。

两个例子，都在浙江，一个为学生
所爱戴， 一个被百姓所批评。 其中关
键，是心里有没有装着群众：心中有百
姓，才会有“任哥”，心中没百姓，才会
有“鞋哥”。

最近，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
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2013
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报告》， 警示长
江上游渔业资源严重衰退，一些珍
稀、特有鱼类濒临灭绝 ，金沙江干
流鱼类资源濒临崩溃。更有专家和
相关组织称，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
溃。这无疑给这条中华大动脉发出
了“病危通知书”，为长江生态保护
再次拉响了红色警报。（10月20日
《燕赵都市报》）

大凡了解长江的人，都不难窥
见长江“病危”的肇因：一是长江沦
为沿岸工业的“垃圾站”，二是江域
保护让位于水电开发，三是经济活
动不计后果，四是滥捕而无节制的
欲望。

长江 ，是大家的长江 ；保护一
江清水，人人守土有责。所以，每一
个华夏儿女都有责任签收这张“病
危通知书”。

文/周明华 图/陶小莫

近日，第十一届中国(浏阳)国际
花炮文化节拉开帷幕。此次花炮节实
行“八个取消”：取消非招商引资的行
政请客、取消行政赠票、取消政府招
待晚宴、取消开幕仪式、取消纪念品、
取消上星播出、取消承办加盟企业的
加盟费、取消喷泉使用。

———节庆“禁奢”，利国利民。

“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近
日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举行，华中农
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启发对记者
说，曾有61名院士联名写信给国家领
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
化，并称不推广转基因水稻是误国。

———推不推广转基因产品，公众
利益说了算。 点评：孙艳忠

刹住“四风”需大胆说“不”

“任哥”与“鞋哥”

珍惜平凡的岗位

■一句话评论

长江“病危通知书”谁来签收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