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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曙辉

一段时间来，某些地方因机构
合并、 给年轻干部让位等原因，允
许一定年限且符合规定的干部提
前离岗，有的地方甚至给主动申请
离开领导岗位的科级干部每月在
工资基础上增加一定数额的补充
待遇。“干部提前退休”引发社会关
注热议。

“提前离岗 ”属于地方 “土政
策”，似乎是与延迟退休政策“对着
干”，但细思之，地方职能部门似乎

也有一番 “苦衷”， 他们的这一做
法，用一句流行的话说，是公职人
员队伍的“去库存”。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大抵是
一些地方公务员队伍的现状。干部
能上能下的制度运行多年，但在现
实生活中，领导干部除非有重大违
纪遭遇降职或者开除外，几乎就只
能“上”，不能“下”。

干部队伍需要不断补充新鲜
血液， 年轻干部需要培养锻炼，这
是恒久的课题。现实生活中，干部
能上不能下的问题长期存在，挤占

了年轻公务员的发展空间，再加上
很多地方严重超编超配，突击提拔
干部，长期的矛盾积累，才导致今
天的“提前离岗”乱象。

冷静思考 ， “提前离岗 ”，也
并非一无是处 。“拿钱走人 ”固然
有失社会公平 ，但至少比拿钱不
作为 ， 占位碌碌无为要好得多 。
靠 “提 前 离 岗 ”的 办 法
“去库存 ”，一定程度上
也 折 射 出 解 决 当 今 公
务员队伍管理矛盾 “没
有最优 ， 只有最不坏 ”

的无奈 。
严把干部入口关 、 解决干部

能上能下、限制领导职数，制度设
计从来不缺， 缺的是如何形成刚
性约束 。让能者上 ，庸者下 。如果
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则靠“提前离
岗”“去库存” 的现象就会逐渐成
为历史传说。

� � � � “马上就办” 蕴含着鲜明的政治品
质。党性要求需要“马上就办”。“马上就
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实践观、群众
观的综合运用，是“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
领”的中国式表达，是党的两个“先锋队”
性质和党员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好习惯
会培育出好作风，“马上就办” 对于新常
态下改进党员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
具有积极作用和强大生命力。

担责履职需要“马上就办”。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干部就要有担当， 有多大
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 尽多大责任才会
有多大成就。” 好习惯会养成好的担当，
党员干部要以忠诚扛责任、 铁肩担道义
的楷模风范，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筚路蓝
缕，以启山林。

为民服务需要“马上就办”。让人民
满意 ，是 “马上就办 ”的根本价值取向 。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 好习惯能竖起好形象，党
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公仆意识， 始终把
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做到把老百姓的事
当作自己家的事 。

干事创业需要 “马上就办 ”。“马上
就办 ”是在机遇与挑战 、困难与矛
盾面前不犹豫 、不躲避 ，不信邪 、不
怕鬼 ，大刀阔斧干事业 、迎难而上
解难题 。 好习惯会促成好的胆识 ，
这样的干事魄力会让那些优哉游
哉牵马慢行者 、左顾右盼引马观望
者 、评头品足沦为马后炮者相形见
绌 。

要想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做到自
觉地 “马上就办 ”， 最起码要做到四
点———

要有激情。 激情源于坚定的理想信
念，源于对事业的忠诚热爱，源于对人民
的感恩。面对深化改革的各类攻坚克难，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各项
具体任务， 面对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艰
难险阻，只有满怀工作激情，才能积极主
动地处理“马上就办”过程中不断出现的
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

要重质量。 办不办得好， 效率高不
高，群众满不满意，是评判“马上就办”是
否有质量的标准。 要把确保工作质量作
为“及格线”，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要
求，一步一个脚印地抓实做稳。要把创造
一流业绩作为“加分点”，真抓实干，精抓
细干，埋头苦干，把每一件事情都办得让
人民群众满意。

要讲规矩。 器不矩则废， 人不矩则
乱。“马上就办”不是天马行空，任何时候
都要遵循所办事情的内在规律， 任何时
候都要遵守党纪国法， 任何时候都要在
规矩面前当老实人、 守本分责、 做踏实
事，即算在有的情况下需要急事急办、特
事特办，也必须遵守基本的程序和原则。

要会创新。“马上就办” 要做到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就必须用好
创新这个法宝。 现实中的一些党员干部
原本是勤奋敬业的，但是面对“过河”的
任务，始终解决不了“桥或船”的问题，结
果劳而无功，渐生倦怠。只有在实践中做
到 “鸬鹚入水” 式地深入调研，“庖丁解
牛”式地剖析事理，“扁鹊把脉”式地找准
症结，“达尔文”式地解决问题，才会找到
创新“过河”的“桥或船”。

邓海建

这几天来，微信朋友圈里疯转
着一篇名为《我的爸爸》的日记，虽
行文稚嫩，但情真意切。日记中的
爸爸被形容为“工作狂”，值班、加
班、开会、出差……尤其是日记最
后一句，“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
大了”，让那些为工作打拼、为生活
奋斗而缺少时间陪伴孩子的家长
止不住潸然泪下。

“再不陪我 ，我就长大了 。”这
是孩子的抱怨。“再不长大，爸爸就
老了。”这可能才是父母的纠结。据
说， 作文里孩子的父亲是刑警，常
年奔波操劳，难得顾家爱家。又据
说这“牢骚”甚至“惊动”了“公安部
刑侦局”的官微，可算是中国刑警
生存镜像的生动写真。

孩子的天真， 现实的艰辛，有
着太大的差距。值班、加班、开会、
出差……这也许算不上某些特殊
行业独有的“特点”。经营一片门面
的小本生意， 流水线上的岗位，哪
怕眼下的公职单位， 哪个行业、哪
个工种，不面临着同样的纠结？

爸爸总是希望能陪儿女长大

的 ，但 ，“诗与远方的田野 ”再好 ，
总得先解决好“眼下的苟且”之类
的急需。 快节奏的时代 ， 已远非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般悠闲 、惬
意， 如果每个爸爸都只把精力倾
注在 “儿女成长 ”这件事上 ，估计
这个家庭只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
了 。一句话 ，不能陪孩子长大 ，非
不愿，而不能。

有人说，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作
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加班熬夜、
倒夜班甚至成了职场中的家常便
饭。更有未经权威部门证实的数据
显示，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多达60
万。 这些因过劳而倒下的群体里，
必然有一部分是常年不能“陪儿女
成长”的爸爸。找一份工作不易，能
有一份相对稳定、 宽裕的收入更
难，职场中的激烈竞争让每个人都
不敢懈怠……这些都是 “爸爸们”
难以按时回家的根源。

历史将会记住：为了过上体面
的生活， 为了一个民族的尊严，中
国的爸爸妈妈们付出了并且还将
付出更大的牺牲。“不能陪着你长
大”的爸爸，并不是坏爸爸。这里面
的道理，相信孩子迟早会懂的。

� � � � “上课答错题罚10元、挂科三
门以上罚100元……” 这几天，陕
西商洛职业技术学院这样的规
定，让好多学生直呼像“抢钱”。

学校“罚”字当头，虽然有着
“重罚之下必有优生”的善意初衷，

但却显露出了以罚代教的恶意。学
生答错题或挂科， 亦或是犯了错，
给予适当的“惩戒教育”无可厚非。
但问题是，以罚代教，显然是典型
的懒政教育，无益于学生的成长。

画/王铎 文/汪昌莲

干部“去库存”
重在“能上能下”

“不能陪着长大”，
并不是坏爸爸

新声

让“马上就办”成为好习惯
中共湘潭市委副书记 严 华

� � � �“马上就办”，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时倡导并践行的
工作精神。“马上就办”是对确定的工作按照职责、遵循规律，最
迅速地展开，最积极地落实，力争于最快的时间内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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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罚代教”是懒政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