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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来

文化小康，是全面小康的重要标志。全省
宣传部长会议提出加快文化小康建设步伐，这
是决胜全面小康对宣传思想工作的新要求，也
是湖南文化强省建设新的阶段性特征。小康不
小康，全面不全面，看的是有没有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加快文化小康建设，就要以全面提升
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提升文化获得感， 增进文化自信是前提。
没有文化自信，就不会有获得感，往往还会带
来主观排斥甚至是痛的 “获得感”。 湖湘文化
“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 ”，当代湖南人要坚
定这个文化自信。加快文化小康建设，就要在

增进文化自信上下功夫。湖南文源深，就要接
力深挖湖南的文化矿藏；湖南文脉广，就要接
力拓展湖南的文脉版图；湖南文气足，就要接
力提振湖南人的精气神。 要让湖南人民的文
化获得感，建立在“湘学”一脉传承、大放异彩
之上。

提升文化获得感， 满足文化需求是根本。
提高群众文化获得感，既面临供需不平衡的矛
盾，也面临供需不对路的难题。供需不平衡，群
众缺精神文化食粮，需求越大，饥饿感就会越
强；供需不对路，再多的精神文化粮食，群众不
愿吃，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即使费力去吃，也会
带来腹胀感。“饥饿感”也好，“腹胀感”也罢，都
不是群众想要的 “获得感”。 加快文化小康建

设， 既要大力发展有形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
业，也要多做精神鼓励、释疑解惑、道德滋养的
工作。要使湖南人民的文化获得感，建立在供
需平衡、供需对路之上。

提升文化获得感， 推进文化改革是出路。
离开文化生产力谈文化获得感，这样的获得感
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发展文化生产力，离
开改革不仅没有出路， 已有的获得感也可能
会丧失。加快文化小康建设，就要坚定走改革
创新之路， 紧紧抓住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一主要矛盾， 以文化供给力的大释放
推动文化生产力的大解放。 要让湖南人民的
文化获得感， 建立在改革带来的源源不断的
文化红利之上。

让群众有更多文化获得感 新声

抓住战略机遇期
推进执法机构改革
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省编办主任 魏旋君

� � �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环节“一子落而全盘活”，
关系到改革成效，是改革的有力支点。执法机构改革作
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重要内容，必须贯彻党
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必须坚持
五大发展理念，必须按照中央编办和省委、省政府、省编
委的统一部署，精心谋划、全力推进。

� � � �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抓住新一轮政
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
奋力推进执法机构改革。提振信心。省委
书记徐守盛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
实践中 ，务必服从大局 、积极响应 、主动
融入，推动改革落地见效。省长杜家毫要
求坚持问题导向 、底线思维 ，不怕困难 、
直面矛盾 ，看准目标 ，一干到底 。坚定决
心 。 省级执法机构主要集中在国土 、交
通 、环保、安监等领域 ，面对机构设置不
统一、改革依据不充分、编制置换无来源
等难题，要在中央编办的大力指导下，坚
定方向 ，奋勇前行 。集聚人心 。注重向涉
改部门宣传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改革精
神，配套出台涉改干部职工安置政策，采
取预留空编、 带编安置、 单列管理等办
法，让干部职工各得其所。

精准发力，克难攻坚。改革要紧紧抓
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采取“三改两调
一化”的措施，精准发力。推进“三改”。明
确“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先进笼子、下步
明确，成熟一个、处理一个，平稳过渡、逐
步规范”的总体思路，改机构类别、性质、
名称。推动“两调”。在调整执法主体方面，
除个别事业单位依照法律法规授权继续
行使行政执法权外， 将省级执法机构承
担的行政执法职能， 均调整为行政机关
实施。 在调整执法事权方面， 坚持做到
“三个一律”， 即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行政执法事权，一律取消；凡直接面向基
层和群众， 由市县政府就近实施更为方
便有效的行政执法事权， 一律直接下放
或委托下放； 凡法律法规明确县级以上
政府工作部门实施的行政执法事权，除区
域协调和大案查处等继续由省本级实施
外，一律实行市县属地管理。推行“一化”。
着眼构建省、市、县、乡四级行政执法系统

化， 市州政府要主动承接省级下放和实行
属地管理的行政执法事权， 积极探索在城
市管理、 文化市场等领域开展综合行政执
法体制改革； 县级政府要大力探索整合市
场监管执法机构， 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体
系；乡镇政府要积极推行综合行政执法。

凝聚合力，解难见效。坚持统筹推进
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业
单位分类改革，协同增效。统筹政府机构
改革。严格按照中央改革精神，全面完成
省市县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目标任
务。统筹审批制度改革。省市县三级建立
权力清单制度，大幅精简地方实施的行政
许可事项， 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及时清理规范中介服务事项，规范优
化行政权力工作流程， 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确保管权、问责、促能的有机统一。统
筹事业单位改革。全面完成省市县事业单
位分类工作，积极推进行政类和生产经营
类事业单位改革。

欧阳金雨

湖湘文化中，尚拙是一大特点。
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 一生崇拙去巧，立

诚立信。他在《拙赋》中写道：“巧者言，拙者默；
巧者劳 ，拙者逸 ；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
吉”。意为巧者好张扬夸大，言多文饰；拙者注重实
际，不在言词。巧者处处为己，机关算尽，往往灾祸
及身；拙者不求多得，奉公守法，往往身家康泰。

一代名臣曾国藩， 一生也笃定 “天道忌
巧”。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意为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利于一时；拙诚
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

时过境迁，反观当下的现实社会，我们身
边也不乏“拙官”与“巧官”。

“拙官”者，政治素质、思想境界往往比较
高。他们不巧言令色以欺上瞒下，不挖空心思
去投机钻营，而是以诚立心、以德为政、脚踏实
地、恪尽职守。同时，这些勤于正事的人又大多
“拙于人事”，他们并非交际能力差，而是一心
扑在工作上，没有时间去应酬吃喝、迎来送往，
没把精力花在拉关系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功成不必在我”， 就是他们干事创业、为
官从政之“拙”。

与拙相对应的是巧。大概可以用三组词来
形容“巧官”：一是“图省事”，不愿辛勤耕耘，总

想着一蹴而就 ，企盼天上掉馅饼 ；二是 “走捷
径”，总想着拉关系找门路，寻求“贵人”提携相
助；三是“耍滑头”，总能干出一些弄虚作假、欺
世盗名的勾当。这些“巧官”，把做人的原则和
本分给丢了，往往落得个被人不齿的结果。

常言道：非凡皆自“愚处”起。两相比较，不
难看出，“拙官”可敬，值得学习；“巧官”可鄙，
理应唾弃。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日前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吹响了
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号角。“打铁还需自身硬”是
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下
的军令状。当此之时，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更该
秉承“崇拙去巧，立诚立信”的做人秉性、官德
修养，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 � � � 上海市民陈女士最近遇到一件奇
事———用手机叫专车， 显示一辆SUV抢
了单，最后却来了 辆公 交 车 ！司 机 说 ，
他开完末班车已下班 ， 正回库途中 ，
想着 “与其将车 ‘放空 ’回库 ，不 如 顺
路载客。”

一看新闻， 就知这位公交司机涉嫌
不当得利。他烧公家的油，挣自己的钱 ，
是典型的公车私用行为。可既然如此，陈
女士为何不拒绝乘坐这辆公车呢？ 明明
人、车、牌不符，她就不担心上当受骗，危
及自己的人身安全吗？如果磕着碰着，公
交司机不认账，又找谁来赔？

一事当前， 先辨是非， 然后再求方
便，才是万全之策。

文/金雨 图/朱慧卿

去巧守拙见官德

别纵容
用公交
跑专车

� � � �魏旋君 通讯员 摄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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