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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月24日起， 最高人
民法院开通了 “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库。截至11月4日，全
国法院共将31259例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纳入名单库 ，公
众登录最高人民法院官网即
可查询。 建立 “失信者黑名
单”并公布信息的举措，将使
失信被执行人 “网上有名脚
下无路”。（11月6日《湖南日
报》）

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 ，
就应当是“老赖”空间逼仄的
社会，就应当是“老赖”难以
生存的社会。 这就需要通过
公布或通知信用污点信息 ，
并与社会征信体系对接 ，借
助信用惩戒手段反制失信行
为， 形成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的制度制约。

图/朱慧卿 文/雷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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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临澧县一对农家父子追逐“油
菜梦” 的故事让很多人感奋不已。 沈克泉、
沈昌健父子， 为培育优质高产的油菜， 哪
怕砸锅卖铁、 倾家荡产， 哪怕35年经历千
余次试验失败， 仍在坚持“霸得蛮” 搞下
去。

———有梦想， 就会有多彩的人生。

云南省招标采购局近日在云南省政府
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上公布了“三公”经费：
2012年该局“三公”经费仅为2700元，今年的
预算则为0。

———“三公”零花费，但愿是真的。

点评： 李振

沈德良

习近平总书记3日来到地处武陵
山区中心地带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考察。深秋时节，瓜果飘香，在土家
族聚居的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
总书记走进生态水果产业基地， 了解
村里扶贫开发和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他指出， 发展水果一靠科技， 二靠市
场，要牢牢盯住市场，看远一点。临别
时， 乡亲们依依不舍， 习近平叮嘱大
家：“好好干，有奔头”。（11月4日《人民
网》）

“好好干，有奔头”，既是对广大群

众的殷殷嘱咐， 也是对让群众早日过
上幸福生活的期盼。 扶贫攻坚是我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
一项重要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来
湘西调研，与群众亲切交谈，一举一动
见情操、见境界、见责任。考察过程中，
总书记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却
传递出了亲民、爱民、恤民、近民、为民
的民本情怀， 凸显对贫困地区扶贫攻
坚工作的殷切期望。

“好好干，有奔头”，是全面深入改
革的诠释。“有奔头” 就是全体人民的
共同向往，只有“好好干”，才有可能让
理想蓝图变成现实。 对于中国共产党

人来说，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回首35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
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审时度势，总揽全局，发出了全
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 决心以更大的
政治勇气和智慧， 不失时机地推进重
要领域改革。可以预期，即将召开的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将成为把改革开
放事业推向新境界， 书写实现中国梦
的新的出发点。

“好好干，有奔头”，朴实话语中传
递出来的是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这一“总开关”的路径。党所追求的
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归根结底就是为
了人民幸福， 而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
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 全体党
员干部只有坚定理想信念， 在日常工
作中自觉践行 “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一执
政理念，时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
期待，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就能铸就出瑰丽的辉
煌， 党就能在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中
赢得源源不断的力量。

段思平

10月31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出
《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
卡等物品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
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
机构， 严禁用公款购买、 印制、邮
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
品。(11月2日《湖南日报》)
� � � �贺年卡虽小，但只要是用公款
购买寄送的，在本质上就与公款送
月饼等行为别无二致，都属节日腐
败。古语有云：“莫以恶小而为之”，
不论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的支出
项目 ，只要是靡费了公帑 ，就应予
以严格禁止和无情打击。 因此，中
纪委专门就禁止公款送贺卡下文，
既抓大也不放小 ， 体现出中央反
“四风”不遗余力的坚强决心。

事实上，节日期间使用公款大
量购买贺卡等物品， 你来我往、互
相攀比 ，印刷愈发精美 、装帧愈发
豪华 ，中间消耗的资源 、浪费的公
帑， 积累下来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既是奢靡之风， 也是形式主义，
因为大多数时候，许多部门赠送贺
卡只是例行公事，收的人也就不当

回事，甚至有时看都不看就扔到一
边 。 其实离开那些浪费严重的贺
卡， 还有很多方式可以表达心意，
比如短信问候 、电子贺卡 、登门拜
访等等； 如果确有需要寄送贺卡，
也完全可以自掏腰包，拿公款借花
献佛，则毫无诚意可言。

表面上看起来，公款送贺卡的
确不是多么大不了的事，但正由于
这种“小恶”被长期视若无睹，在许
多人那里产生了思想懈怠和行为
惯性 ；如不对此提高警惕 ，制度上
将被打开缺口，“小恶”的积累终将
酿成“大患”。所幸中央对此明察秋
毫， 不惜为小小贺卡专门发文，这
也折射出反 “四风 ”手段的精细化
和以具体问题为依托的治理思路。

显然 ，与以往抓大放小 、忽视
细节的治理方式相比，眼下宏观着
眼 、微观着手的管理思路 ，更有利
于管控执行，也一定能取得突出的
治理效果。从禁止公款吃喝到禁止
公款送月饼 ， 再到禁止公款送贺
卡，反“四风 ”正在稳步推进 ，只要
继续保持严格监管的坚决态度和
抓大不放小的治理力度，“四风”终
将无处遁形。

张玉胜

“春节、国庆节休9天，增休元宵
节”？这条令人惊喜交加的微信朋友
圈传闻，是真的吗？记者查询后发现
这是 “网友自制版2014年节假日放
假办法”。国家旅游局新闻处工作人
员表示，目前，2014年的放假方案还
在研究中。（11月4日人民网）

自制2014年节假日放假安排
表， 尽管不乏恶搞与调侃成分，但
其背后折射的却是民众对假期合
理安排的殷殷渴望。

前不久，全国假日办通过多家
网站发布“关于法定节假日放假安
排的调查问卷”， 超过八成的受访
者对现行的放假安排表示 “不满
意”。盘点网民的“不满意”，主要集
中在三个方面 ： 一是假期天数太
少 ，除去正常的双休日 ，真正的假
期只有短短11天；二是唯一的国庆
长假难以满足国民对休闲旅游的
刚性需求，以至于“黄金周”成为拥
堵不堪的“黄金粥”；三是对双休日
的随意拆挪，既打乱了正常的工休

秩序， 也让所谓的3天小长假成为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仔细看看网友自制的 “放假
表”，虽不免遭遇众口难调的质疑，
但其中一些 “设想”还是契合了民
众的部分诉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和现实意义。

比如，假期总天数比2013年多
出10天的“安排”，与专家们对假期
绝对数要达到15-20天的建议不谋
而合；再比如 ，将 “春节 ”和 “国庆 ”
的两个长假延至9天的提法， 也不
无道理。“春节”作为国民最看重的
团圆节日 ，适当延长假期 ，既有助
于敬老亲情的充分释放，也契合让
劳动者的一年疲乏尽可能得到休
养生息的传统本意，更可在某种程
度上为在外游子漫漫回家路的“一
票难求”减压。

也许 ， 任何一种放假安排预
案 ， 都难以做到让每一个国人满
意 ，但假日设计的 “合理 ”初衷 ，应
该是尽可能满足多数民众的基本
诉求， 让民众出行既顺畅便利，假
期的休闲质量也能有所提升。

“限宴”刚开始 工作需努力
王明友

11月1日起，湖南省纪委出台的《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这项被称为“史上
最严”的“限宴令”，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赞誉。但要让
它真正发挥出制度法规的威力，还需社会各层面再发力。

首先，需要宣传报道再深入。“限宴令”对准的是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关乎党风政风社风民风，涉及千家万户。虽然“限
宴令”出台前，曾征求过网民意见和建议，但仍有不少党员干
部和群众， 只知道似乎有这么一个文件， 至于具体的规定细
则、处理办法等并不甚明了。加强对“限宴令”的进一步宣传教
育，扩大知晓度，特别使广大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全面掌握其基
本要求和主要内容势在必行。

其次，需要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某些地方在贯彻落实“限
宴令”过程中，存在着“以文件传达文件”的做法，客观上将群
众排斥在外；致使群众对落实“限宴令”无从知情，没法参与，
也就难以监督。“限宴令”虽然针对的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但
如果没有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积极参与，主动监督，
落实效果势必打折扣。

需要对可能出现的“变通花招”引起高度警觉与重视。“限
宴令”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作出了明确界定，但离退休
人员、非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却不在禁限之列，要防范“李代桃
僵”的招数，防止有人利用父母已离退休或者父母不是党和国
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大宴宾客，收受礼金；“限宴令”对党和国
家工作人员宴请人数作出了明确规定， 但需防范化整为零的
伎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向来是制度推行过程中遇到的
最大挑战。

需要进一步细化各种处理规定。“限宴令”关键严在“限”
上。一限宴席类别，二限参加人数、车辆规模，三限礼金，清清
楚楚，一目了然。但在如何处理违法规定的人和事上，仍有进
一步细化的地方。比如，“限宴令”规定，“对于违反规定的，视
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构成违纪的，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看似有章有法、宽严相济，但问题是情节轻重如何界
定，以什么作为判定标准，标准不是太明确，在今后处理过程
中可能给人留下自由操作的空间。

反“四风”，就该抓大不放小

自制“放假表”背后的民意诉求

“好好干，有奔头”

■新闻漫画

■一句话评论

让“老赖”无路可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