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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卫国

最近河南省新乡市政府发文明
确， 今后党政机关人员无论是领导干
部，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在公文运转和
正式会议场合一律称同志 。新乡 “令 ”
出即行， 书记、 市长带头称呼属下为
“同志”。

互称同志是一种优良传统。 孙中
山在《总理遗嘱》中就说过，“革命尚未
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建党伊始，

同志就已是固定称谓。“凡承认本党党
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
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 ，不分国籍 ，
均可接收为党员， 成为我们的同志。”
这段话来自中共“一大 ”党纲 。十一届
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全会重申了毛
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 党内一律互称
同志，不要叫官衔。”

可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好传统在一
些党政机关“丢失”了，“言语贿赂”甚至
甚嚣尘上：以职务冠以姓的称呼成为各
地约定俗成，有的甚至把领导干部叫做

“老板”“老大”。如果谁叫一声“同志”，听
者扎耳，言者别扭，似乎就成笑话，乃至
于被视为对领导的不尊敬。

党内称谓绝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
它反映和折射出党员作风、政治生态，
进而影响到社会风气。战争时期，一句
“同志”是对信仰的唤起 ，能够得到理
想的共鸣；建设时期 ，无论走到哪里 ，
一句“同志”都能唤起革命的友谊。“同
志”，提醒每个党员，不论职务多高，在
党内与其他党员都是平等关系， 谁也
不许凌驾于其他党员之上， 更不许凌

驾于党之上。不叫“同志”喊“老板”，是
党内称谓等级化、党内关系庸俗化，体
现出了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生活不正
常，民主氛围不浓厚。是到了该改变的
时候了！

“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
矩的上下级关系”，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
明确提出，“党内一律称同志”。新乡市此
次直接以政府红头文件刊发称呼的改
革，正是对党内优良传统的回归。

建设清爽的党内关系， 让我们从
互称同志开始。

中共资兴市委书记 黄峥嵘

绿色发展 ， 是可持续发展
的 “生命线 ”。作为全国典型的
资源枯竭型城市， 资兴将始终
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统筹
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 致力
打造全国绿色发展样板。

树牢绿色理念，走好 “绿色
道路”。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资兴生态
资源丰富， 被国务院列入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 森林覆盖率
达76%， 境内蓄水量81亿立方
米的东江湖是湖南重要的战略
水源地。对资兴而言，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资兴
必须把绿色、生态、环保理念融
入经济社会各方面， 全力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
城市和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工程
试点市，倡导绿色生活，弘扬生
态文化。

发展绿色产业 ，打造 “绿
色引擎 ”。 深入实施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加快建设东江湖大
数据产业园 、 硅石精深加工
园 ， 突出抓好与浪潮集团 、旗
滨集团等名企合资合作 ，加快
大数据 、新材料 、电子信息 、先

进制造等主导产业链开发 。着
力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加
快建设农业生产服务 “六大体
系 ”，把东江湖鱼 、果 、茶等生
态农产品打造成区域性公共
品牌 ，全力打造双溪洞 、流华
湾 、东江库区等现代生态农业
庄园 ， 拓展农产品互联网 市
场 。大力推进全域旅游 ，全面
提质东江湖国家 5A级旅游景
区 ，建设国际知名的生态休闲
旅游目的地 。 鼓励环保产业 、
康体养生等低碳产业加快发
展 ，推动产业竞争力和生态竞
争力 “双提升 ”。

建设生态城乡 ，构建 “绿色
空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注重环城增绿、依
山造园、 沿河成景 ， 加快建设
“绿色城市 ”“海绵城市 ”“智慧
城市”。要将东江湾两岸建成最
美滨江生态公园，打造“云梦小
镇”城市绿色经济核心，使东江
湾成为城区、景区、大数据基地
融合的城市新增长极 。 因地制
宜打造一批特色小镇，落实“洁
净乡村四年行动计划”。探索建
立东江湖生态保护法庭和东江
湖战略水源地保护基金 ， 实施
好亚行贷款东江湖生态保护和
综合利用项目， 保障东江湖水
永续利用。

立足生态资源 ，增强 “绿色
动力”。用活用好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 东江湖国家重点生态
环境保护湖泊等政策 ， 全力争
取东江湖生态补偿。 积极争创
国家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 ，
扎实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
改革、 生态资源权利置换等创
新工作， 稳步实施东江库区移
民 “双转移 ”工程 。深入推进全
省生态红线制度建设改革试
点， 为落实绿色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

建设生态资兴
打造绿色发展样板

新声

黄峥嵘 通讯员 摄

清爽关系，请从互称同志开始

欧阳金雨

近日， 江西永丰县石马镇的范小
勤同学，因长相酷似马云走红。范小勤
家境十分贫寒， 怀揣着各种目的的人
从四面八方赶到范家———有人为他真
心实意地献爱心， 有人却为自己的商
业活动增加炒作话题， 还有人为达到
“网红”效果要带他去拍电影。

本是一场普通的慈善活动， 因为
众多“标签”的加注持续发酵 。这不禁

让人联想起不久前的四川凉山 “公益
直播造假”事件。多名打着慈善名义的
“志愿者”， 前往当地给贫困村民送去
物资、嘘寒问暖，可在网络主播获得粉
丝礼物后又将钱物收回。 若非不同的
公益主播团队因利益纠葛而起内讧 ，
这类精心策划的骗局可能还会持续上
演。

两起事件，前者属于“花架子”，后
者直接就是 “假把式 ”，这不仅让人追
问：究竟何为慈善？

不可否认，慈善有经济性的一面，
比如通过慈善活动 “扬名立万”“合理
避税”，这都无可厚非。但从根本上讲，
慈善的价值在于扬善，“怀有仁爱之心
谓之慈 ，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 ”。慈善
是一种基于人性光辉的选择， 正如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 “友善 ”的内涵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
弟”，广聚爱心，乐善好施。秉持慈善的
“初心”，慈善才不会变得“居高临下”，
随意消费人的感情和自尊； 人们才不

会将慈善异化为物质比拼， 陷入施恩
求报的“伪善”。

不管是对 “小马云 ”的炒作 ，还是
恶意的直播造假， 商业力量的暴力介
入，对慈善而言，并非幸事。那些借“小
马云” 进行炒作的人， 虽然赚足了眼
球，却把他从理想与现实中割裂开来，
势必给他的成长带来相当大的风险 。
久而久之， 本已脆弱的慈善生态或将
雪上加霜。

因此，有必要张扬慈善的“初心”，
让大家擦亮眼睛，清楚分辨、坚决抵制
那些披着公益和慈善外衣的“花架子”
“假把式”。

王传涛

今年3月， 娄底市娄星区石井镇原
山泉村在依规定程序完成镇党代表选
举后，原山泉村支部书记彭建雄违规发
放黄芙蓉王香烟给25名参会党员，一共
发放23包整烟，剩余的烟以根的形式发
完，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近日，娄
星区纪委通报了这起案例，9名党员干
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分香烟就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
在以往 ，这或许是小事一桩 ，但现在 ，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语境里，就得“小题
大做 ”。只要党员干部违了纪 ，就要接
受处罚。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包烟虽小，
却是违反换届纪律的大事。 过往的诸多
教训告诉我们，一包烟、一餐饭就如“管
涌”，一开始不现形，等到大爆发就难以
收拾，淹没了党纪国法和道德良知。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 《之江新语》中
讲过两则故事：一是，南唐李后主爱小
脚，世人遂皆效仿；二是，钱俶向宋太祖
进献贵重腰带，太祖拒之，说他有汴河、
惠民河和五丈河3条腰带， 之后类似事
件再未发生。这告诉我们，作风无小事、
生活情趣无小事，而“禁微则易，救末者
难”。问题不止在一包烟！把该严管的环
节管好，才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对人民
赋予的权力负责，对干部个人负责。

“花架子”“假把式”担不起慈善“初心”

问题不止在“一包烟”

记者近日了解到， 全国至少已
有４个省份取消了职称外语考试的
硬性要求， 但多数地区和单位仍在
等待观望。

职称外语考试设立20多年来 ，
一直伴随着 “一刀切”“鸡肋” 的质
疑。但一些地方迟迟不肯推进改革，
取消这一考试，原因在于，有一些人

担心， 取消职称外语等级考试等硬
性门槛，评职称会变得“更难”———
不是比本事，而是拼关系。类似的担
忧也存在于取消论文指标的评价改
革中。

这就需要权力既放得下， 也接
得住，放管必须结合。

文/余祖欣 图/朱慧卿

取消职称外语考试为何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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