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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统”与“疏”结合 ，打
好主动仗。

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
导权，一方面，坚持党管思想。 坚持
以县委中心组学习为龙头，引导党
员干部认认真真学习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 印发《溆浦县领
导干部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 ”责任
分工》等文件。 研究出台了《溆浦县
加强政治生态建设三十条规定》和
《关于开展“强化正风肃纪、净化政
治生态 ” 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 》、
《关于开展“深入整治社会秩序、大
力弘扬社会正气 ” 专项行动的方
案》。 另一方面，坚持科学疏导。 近
年来，共举办“一线连心桥”新闻通
气会8次 ，“百姓问政会 ”100余场 ，
每年交办网络舆情300多件， 为群
众解决实际问题100多件。 溆浦综
治民调由2012年的全省第109位提
升到2013年的全省第28位、2014年
的全省第13位。

二 、坚持 “攻 ”与“防 ”联手 ，守
好主阵地。

意识形态阵地，正确的思想不
去占领，错误的思想就会占领。 为

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竞争力 ， 一方
面，巩固意识形态“主阵地”。 每年
组织县委宣讲团成员深入乡镇、县
直机关宣讲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100余场次。 县电视台
创办《溆浦讲坛》理论专栏，专题宣
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受众达10万
人次以上。 另一方面，扩大意识形
态“新地盘”。 加快推进溆浦红网、
溆浦手机报、溆浦经典等新兴媒体
建设 ，出台了 《溆浦县网络舆情管
理办法》，完善网络监管机制。 全县
每年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平台
发布各类信息3万多条。 2014年，溆
浦手机报获得全省新媒体建设创
新奖；溆浦经典单日点击曾排名全
国第三、多次获全省第一。

三 、坚持 “雅 ”与“俗 ”共赏 ，播
好主题曲。

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和引导，不
能搞 “自娱自乐 ”，必须做到 “雅 ”
“俗”共赏。 一是请“演奏家”弹“五
线谱”。 2013年以来，先后邀请省委
党校、市委党校和省市宣讲团专家
教授作理论辅导报告10场次，听众
达5000余人次。 二是用“百姓话”点
“家常菜 ”。 溆浦 “理论宣讲轻骑
队 ”，通过群众语言 、鲜活案例 ，把
“大道理 ”讲实 、讲透 ，切实增强了
宣讲的亲和力、 感染力和影响力。
全县每年举办各类宣讲报告会100
多场次， 受众达到20万人次以上。
三是让 “身边人 ”讲 “草根事 ”。 将
《溆浦讲坛》 栏目打造成宣讲政策
的平台、凝心聚力的舞台。 2013年
以来， 共组织30多名自由职业者、
教师和志愿者主动登台演讲 ，在
“潜移默化” 中实现意识形态传播
“润物无声胜有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
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
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针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
和新特点，我们结合实际，注重运用辩证思维，不断提高意识
形态工作水平。

以辩证思维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中共溆浦县委书记 蒙 汉

蒙 汉 通讯员摄

观 点

朱永华

社会交往中，对“好人”有一个大
概的定义：或与世无争，安分守己不闹
事；或乐善好施，送往迎来“讲客气”；
或仗义助人，两肋插刀挺朋友。这样的
“好人”在圈子里美誉度颇高，日子也
过得舒坦。

一段时间以来， 少数党员干部把
这种“好人”哲学运用在为官处事中，
也找到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官位稳中
有升，办事游刃有余，四处笑脸相迎。

这样的“好人”，把本该遵守的政治纪
律、本该遵循的政治规矩撇在一边。

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必须
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起来、举
起来。 中央最近发文，指出四类“问题干
部”，实质上就是直陈“好人”为官之害：
有的干部身居领导岗位，但缺乏强烈的
事业心、责任心，碌碌无为，贻误工作；
有的遇到困难和问题，推诿扯皮，敷衍
塞责，缺乏担当；有的虽没有严重违法
违纪， 但能力和素质很不适应岗位要
求；有的目无法纪，滥用权力，以权谋

私，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好人”难以成为好官，是因为好人

与好官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分，因为好官
比“好人”应具备更多的责任心、进取心
和纪律意识，是全心全意扑在党和人民
事业上的公仆，而不是个人小圈子和利
益关联方的“守护神”。 而以“好人”哲学
来做官， 必然在行使公权中 “投桃报
李”， 会碍于情面为违法乱纪者网开一
面，在困难矛盾面前闪躲退避，以维护
自己的“太平盛世”。 信奉“好人”哲学的
党员干部容易成为党和人民之患：戕害

公权，贻误事业，败坏党的肌体。 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当“好人”做官风生水起、
成为既得利益者时，“好人”哲学就会引
领一时风尚，对正常的、正确的党的组
织原则、价值导向形成严重冲击。

为官一任，担责一方，为人民服务
一方， 这是当下党员干部严以修身的
重要内涵，也是“乐东经验”能够被人
民认可的重要原因。 摒弃庸俗的 “好
人”哲学，积极践行“三严三实”，以高
度的使命感担负起改革发展的重任，
势必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互联网+党建”
是条新路子

张善亮

湘阴县长康镇以互联网为载体，利用远程教育、
微信群、微博、QQ群等平台建设“互联网党小组 ”，
逐步形成“互联网+党建”的新模式，为加强基层党
建找到了新途径。截至目前，全镇共建立网络党小组
68个，开展网络组织和生活会66场。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人们就业方式日益多样
化，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和地区间流动日趋频繁广泛，
流动的党员越来越多，流动的范围越来越广。许多农村
外出打工党员长期游离于党组织之外， 党员权利与义
务无法履行，先锋模范作用难以发挥。虽然曾经设置了
一些《外出流动党员活动证》或《流动党员证明信》等管
理制度，但效果并不明显。

长康镇的“互联网+党建”模式，较好地解决了
农村流动党员的管理问题。 作为一个山区乡镇，“青
壮年劳力大都外出务工。全镇808名党员，流动党员
达300多名。”通过“互联网+党建”，使“在家党员不
脱节，在外党员不掉队”，“盘活了党支部，更提起了
干群新干劲”，有力促进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社
会经济发展，为新常态下农村党建工作，探索出了一
条新路子。

“互联网+党建”增强了流动党员的归宿感和自
豪感。远离家乡在外打工的流动党员，通过互联网及
时参加组织生活，得到组织的帮助，时时感觉到组织
的关怀和温暖。同时，也沟通了与家乡的信息，方便
他们及时处理各种思想、工作及生活上的相关事宜。

“互联网+党建 ”，把远程教育 、微信群 、微博 、
QQ群等快捷而时尚的互联网通信方式引进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 给基层党的组织生活增添了新的形
式和活力，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值得点
赞！

■新闻漫画

张枫逸

“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
行为，在武汉将不再被鼓励。将于
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版
《武汉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
护条例》倡导“见义智为”，呼唤有
勇，更赞赏有谋。

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要见
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已然成为
共识。 不过，在地方法规制度的层
面，依然更多保留着类似“不顾个
人安危、挺身而出”的内容，这很容
易给人们造成一种思维定势———

只有舍生忘死才是“真的勇士”，越
壮烈越英雄，越英雄越好汉。 相比
之下，见义智为则显得有些低人一
等，更难以得到社会的褒奖。

见义勇为需要的不是匹夫之
勇，而是有勇有谋。 在欧美国家，
法律不仅不鼓励在不能保障自身
生命安全的情况下见义勇为，甚
至还会对因严重的疏忽导致被救
助对象伤病情况加重或死亡的行
为追究民事责任。由是观之，武汉
新版见义勇为条例倡导 “见义智
为”，无疑是一种理性纠偏 ，体现
了对见义勇为者和救助对象的双

重负责。
当然，但凡见义勇为，就意味

着风险，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即
使利用微信、 网络等新型手段举
报犯罪分子， 也可能面临打击报
复。 条例删除“不顾个人安危、挺
身而出”，并不是鼓励人们明哲保
身， 而是希冀避免可以预见的蛮
干胡干，比如不会游泳却下水，不
懂医术却救人。在立法的基础上，
有关部门还应加强宣传和培训 ，
告诉人们在什么情况下， 采取哪
种方法最合适，从而更加科学、合
法、适当地“见义智为”。

湖北某正处级局长张某
某原办公室面积为90余平方
米 ，含有接待室 、休息室和洗
漱间。 全市开展超标办公用房
的专项清理，张某某搬到隔壁
一间符合标准的办公室，但同
时设置一道暗门通向原办公
室。 原办公室实际使用人仍为
张某某。

以“聪明才智”应对上级监
督， 达到行个人享受之实的目
的， 是当下少数领导干部在党
中央大张旗鼓整顿干部作风形
势下的顽劣形态， 这样做的后
果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
同时也让人们更看清了反对
“四风”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图/陶小莫 文/永华

好官不能止于做“好人”

立法倡导“见义智为”是理性纠偏

聪明反被聪明误

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