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先生驾驶货车在北
京发生车祸， 他从一家救
援公司叫拖车救援。 救援
公司清理过程2个小时左
右，却要价128700，李先生
吓出了一身冷汗。 该救援
公司一负责人称， 价格由
市场来定 ，128700元的拖
车费没有协商的余地。

价格由市场决定 ，这
话显然没错。 关键是这个
市场是开放的大市场还是
由特权垄断的 “小市场”？
总而言之， 由畸形市场形
成的天价救援费真该治治
了。

图/陶小莫 文/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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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华

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说的一套，
做的一套；明的一套，暗地里一套。 这
种人被称为“两面人”，在生活中为人
们所不齿。

十八大以来， 被查处的党员干部
中有不少就是政治生活中的 “两面
人”。 他们一方面大唱廉洁自律的高
调，另一方面极尽奢靡腐败之能事；一
方面倡导奉公守法，权为民所用，另一
方面结党营私、搞“团团伙伙”，置党和
人民的根本利益于脑后。

党员干部中的 “两面人” 善于伪
装，擅长表演：报告和演讲中的词句铿
锵华丽，巧舌如簧；长袖善舞，在上级
面前滴水不漏， 在群众面前也是八面
玲珑。而一旦东窗事发，“两面人”华丽
假面具的后面， 是丑陋而散发着恶臭
的面孔。较日常生活中的“两面人”，政
治生态中“两面人”所产生后果要严重
得多。 不将这样的“两面人”清理出党
员干部队伍，将会带来社会公器失效、
国家事业贻误、 党的公信力损毁的严
重后果。

从诞生之日起， 中国共产党便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
本宗旨，作为有别于其他政党、团体的
根本标志。 目前，党正带领全国人民投
入全面深化改革， 努力实现民族复兴
“中国梦” 的伟大事业。 不纯净党的队
伍，不剔除“两面人”的政治生存空间，
就无法凝聚强大的力量， 无法赢得人
们的支持，梦想也只能是梦想。

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以抓铁有痕
的决定， 不断深化作风建设， 从反对
“四风”、出台“八项规定”，到倡导群众
路线、践行“三严三实”，到“老虎苍蝇
一起打”，招招瞄准干部队伍中的“蛀

虫”、“两面人”， 赢得了全党和各族人
民的坚决支持、衷心拥护，不断挤压着
“两面人”生存的空间。

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三五”的一个
重要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各领域基础性制度
体系基本形成。 在党的队伍建设方面，制
度安排、 监督体制的构筑是最有力的保
障。只有建立科学、严密的监督体制、改善
干部队伍的导向机制，才可能让“两面人”
无机可乘，才可能让“一心一意谋发展”、
“实心实意为人民”的好干部有施展才干
的大舞台。

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就必
须始终做好明白人。 政治纪律位列
“六大纪律”之首。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就是要时刻保持头脑清
醒，自觉做明白人、清白人、忠诚人、
带头人。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法院干警
是法治中国的建设者和捍卫者 ，必
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始终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禁妄议中央，
对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言论，要旗帜
鲜明地坚决予以抵制。

做经济上的清白人。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
发财就不要去做官”。每一名法官要
切记，当上了法官，就要斩断以权谋
私的念想，清正廉洁之路才是正道。

做组织上的忠诚人。 对党忠诚，
是党员最起码的政治品德， 法院干
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法治、 代表
着法律、意味着正义，对党忠诚更是
必备的基本要求。

做作风上的带头人。 选择法官
这一职业，就要做到慎微、慎独、慎
言、慎行，增强不为金钱所惑、不受
人情干扰的定力， 做守纪律讲规矩
的表率，绝不拿原则做交易、绝不用
党性换人情。

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就必
须始终严格要求不放松。 《准则》和
《条例》更加聚焦纪律本身，在量纪的
尺度上更严， 对党员的底线要求更
高。 法院干警更要高标准严要求地
做践行《准则》和《条例》的楷模。

律己最难。 法院干警只有敢于
和自己较真， 不断打扫自己思想灵
魂深处的污垢尘埃， 净化自己的精
神境界，才能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
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律己最广。法院干警特别是领导
干部， 面临的诱惑和风险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乱阵
脚、陷泥潭，以致步步跌向深渊。取得
成绩和荣誉来之不易，既有组织培养
也有个人奋斗，如果把握不好，就会
“一失万无”，断送前程、身败名裂、祸
及家人。

律己最铁。 党纪国法 “红线”、
“高压线”，只有始终坚守铁的纪律，
牢牢守住廉洁奉公、 遵纪守法的底
线，才能不被腐蚀、不被“糖衣炮弹”
击中。

律己最实。 法院干警身为“公家
人 ”， 必须正确处理好公与私的关
系，要真正明白无私才能无畏，无私
才能脚踏实地，必须敢于动“自己的
奶酪”，才能始终秉持为党为人民为
法院事业矢志奋斗的坚强决心。

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就必
须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 各级法
院要以《准则》和《条例》作为重要依
据，把纪律规矩贯彻在法院工作的方
方面面，始终摆在每一位法院干警面
前。

要紧盯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 ，
紧盯 “四风 ”新形式 、新动向 ，揭开
“隐身衣”、“变形体”，堵住“漏洞”和
“死角”， 打赢正风肃纪的全面攻坚
战；强化主动监督。

纪检监察部门要聚焦主业 ，把
被动监督变成主动监督。 要通过建
立健全廉政约谈、函询机制，充分利
用司法巡查、审务督察、明查暗访等
手段，确保监督到位。

要确保有效监督。 纪检监察部
门要突出监督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 突出监督审判执行活动这个核
心，突出监督人财物管理这个重点，
促使法院各项权力规范行使， 坚持
做到既抓早抓小、 教育震慑绝大多
数，又严厉惩处 、绝不姑息极少数 ，
将“四种形态”要求落到实处。

李云

在河北秦皇岛， 一些
街道、社区在发放老龄补贴
时大多采取发放网上通知
的办法，需要一些80多岁的
老人上网、加QQ，这让这些
老年人直呼“受不了”。

进入互联网时代 ，街
道、社区等基层部门在提供
服务上站在“互联网+”的风
口，这本身是与时俱进的体
现。然而，客观上存在着老
人不上网或不会玩QQ等情
况，意味着享受不到网上服
务的红利 ， 如果 “强人所
难”，就会把好事办砸。

“键对键 ”代表着先进
生产力，让服务更加便民亲
民， 其核心目的与目标是，
让 “互联网+服务 ”实至名
归。 政府服务站在 “互联
网+”风口上起飞 ，这是质
变的关键。在一个互联网时
代、一个大数据时代 ，如果
办事仍然还是“跑断腿”，仍
然存在诸多的“异地”难题，
那肯定是服务理念没有跟
上时代节拍。

然而，“键对键” 的服
务，是否意味着“面对面”服

务的落伍？“老龄补贴QQ通
知”这件事告诉我们 ，对于
一些特定群体，“面对面”服
务或适合他们的服务不仅
是需要的， 甚至是必须的。
有些服务不能有“键盘依赖
症 ”，而 “面对面 ”的优越性
也不能被时代所“秒杀”，一
线工作法、深入基层等优良
作风的载体也不能丢 。“键
对键 ”与 “面对面 ”的辩证
法，并不是谁代替谁 ，而是
要形成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的格局，共同为人性化服务
“服务”。

政府服务贵在提升品
质。这种提质升级 ，涵盖优
质 、便捷 、安全 、廉价等内
容，因此 ，政府在提供公共
服务时，形式必须服从于品
质， 模式必须服务于质量，
不能本末倒置。

政府服务事关“更好地
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及其
服务不仅是“有形的手”，与
市场的 “无形的手 ”携手同
行 ，而且是 “有力的抓手 ”，
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
展。 只有该保留的保留，该
改进的改进 ， 该提升的提
升，政府服务才能起飞。

沈德良

日前，媒体曝光了常德市甘露寺批发大市场
的干货市场后面腊鱼小作坊的乱象：大量的鱼块
就随意晾晒在地上，甚至公共厕所门口，鱼块上
满是苍蝇。记者来到该市场调查发现，干货市场
后面聚集着五六家制作腊鱼的小作坊，加工制作
环境十分恶劣。

如此大场面的腊制品究竟流向何处？如此
众多的小作坊隐藏在批发市场的后面，为何没
有人举报，管理市场的这只手又去了哪里？

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喊了多年，但问题食品

却总是屡禁不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如此大面
积的晾晒，之所以安然无恙，很大程度上与“事
不关己、视而不见”的从众心理无不关联，反正
自己不会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样，板子要
打到市场管理这只手上。既然是市场的管理方，
就得对市场担负起监管职责， 如果管理方责任
缺失，甚至于与无良商贩形成利益共同体，无论
在严格的制度约束，再大的管理职责，都会流于
“牛栏关猫”的形式。

就常德这处干货市场的乱象而言， 惩处无
良商贩固然重要， 市场管理方管理缺位更要追
责。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注重立规，惩前毖后，是对党章规定的
具体化。 广大法院干警要自觉按照这一“最严党纪”的要求，牢
固树立纪律规矩意识，维护司法公正廉洁。

严以律己 公正执法
省纪委驻省高院纪检组长、党组成员 谭颂方

新声让“两面人”的空间越来越小

掌握“键对键”与
“面对面”的辩证法

管理这只手去哪儿了

■新闻漫画

天价救援费真该治治了

拖车费
2小时12.87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