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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文

最近笔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
一些干部家里、 公务场所甚至办公
之地，张贴、悬挂了不少含有“糊涂”
二字的对联、字画和镜匾。什么“糊
涂难得、 难得糊涂”，“人生何求、乐
享糊涂”等等。

笔者为之纳闷： 我们生逢政通
人和、百业俱兴的太平盛世，肩负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
命， 本应该精神抖擞地去为之拼命
奋斗， 为什么还会有人偏偏半醉半
醒地去拥抱“糊涂”呢？

《辞海》上对“糊涂”二字有如此
解释：不明事理，对事物的认识模糊

或混乱。 因此， 当某种事结局不好
时，便有人称之为“一塌糊涂”；当某
个人处世不精时，便有人斥之为“稀
里糊涂”。由此可见，照理来说，常人
一般不愿接受“糊涂”这顶帽子。

听书写者们说：“难得糊涂”是
清人郑板桥的处世哲学。该人因“糊
涂”，不仅当了县令之类的“高官”，
而且成了文学方面的“大家”。所以，
今人都以他为楷模，争着学“糊涂”。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郑板桥
不仅不糊涂， 而且是个聪明清醒的
人。他勤于躬读———应试科举为康熙
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他长于画
竹———以草书中竖长撇运笔，体貌流
朗，风格劲峭；他功于书法———用隶

书参与行楷，自称“六分半书”；他善于
诗文———《私行恶》《孤儿行》等作品，描
写人民的疾苦，入木三分，为世人称颂；
他严于律己———在任 “七品县官” 时，
“不失信、不自是、不贪利”，居官“十二
载，既无留牍，亦无怨民。”

既然如此，哪来的“难得糊涂”呢？
原来，郑板桥虽为政清廉，但因得罪上
司而被诬罢官。 郑板桥亦早已厌于仕
途， 欲罢不得， 就不加辩白，“难得糊
涂”，一走了之。“难得糊涂”是郑板桥
生当浊世而务为清廉的矛盾产物，是
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

而我们一些同志恐怕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面对社会纠纷，视而不见、听
而不闻———“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

人瓦上霜”者有之；面对是非争论，左
右逢源、模棱两可———“逢人且说三分
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者有之；面对思
想交锋，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少
吃咸鱼少口干” 者有之； 面对重大问
题，装聋作哑、扮痴卖傻———“顾左右
而言他”者亦有之……

如以“难得糊涂”之名，来掩盖自
己的“不敢担当”之实，那么就大错特
错了！ 须知在事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
益上，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千万来不
得半点糊涂。 相反的， 要敢于直面矛
盾，勇于大胆作为，要时刻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告诫：“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一定要做政治上坚定而又清
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舒圣祥

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
意见》正式对外公布，这是我国首次以
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
文件从11个方面对完善产权保护制
度、 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进行了全面
部署。

《孟子·滕文公上》有云：“民之为
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
心。”自古以来，产权就是稳定人心、推
动社会发展的“定盘星”。只有依法保
护产权， 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
的创造力。

当前，我国产权保护的薄弱环节
和问题， 一是产权不清晰导致的国有
资产流失问题； 二是私有产权未能得
到平等保护， 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
权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
仍显不力。其中，公众最为关注的，无
疑是第二点。

保护产权之所以是依法治国的重
要标尺，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
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于对权力的约束，
必须恪守政府管理与市场竞争的边
界，不将公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将政
务履约和守诺服务纳入政府绩效评价
体系，建立政务失信记录，建立健全政

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
制， 加大对政务失信行为惩戒力度”，
《意见》中这一规定必须严格落实。

保护产权， 要尊重契约自由和竞
争自由。为此，《意见》十个具体改革措
施中， 首先就提出要加强各种所有制
经济产权保护。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
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
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 消除各种隐性
壁垒，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
使用生产要素、 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
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
社会责任。

具体到个人而言，最重要的家庭
财产无疑就是房产。70年后，我们的房
子何处安放？ 这是最受公众关注的产
权保护课题。“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
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推
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
的良好和稳定预期。”这句话的后半部
分，“长久受保护”无疑是关键之所在。

产权保护，事关公众的财富安全
感，事关社会信心和未来预期，事关创
业创新动力和社会公平正义， 事关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
安。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严格依法保护
产权，让“有恒产者有恒心”，让经济主
体财产权得到有效保障和实现， 必将
影响深远。

公安部日前会同有关部门研究
起草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
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
见稿》指出，禁止在可能泄露他人隐
私的场所、 部位安装视频图像采集
设备。

这个看似细微的制度设计，背

后是公权可贵的边界意识 。 隐私
权，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起点，
必须保护 。因此 ，在可能侵犯到个
体隐私权的地方 、场所 ，放弃摄像
头的安装，是一种对隐私权的尊重
和保护，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

画/朱慧卿 文/李劭强

新闻漫画

且慢“难得糊涂”

让“有恒产者有恒心”

涉隐私场所禁装公共摄像头

从严治党
优化政治生态

新声

洞口县委书记 艾方毅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 ：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
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习近平总
书记一再嘱咐全党“打铁还需自身
硬”。只有坚持从严治党，全面加强
党的建设 ，优化政治生态 ，才能为
加快洞口发展提供坚强可靠的组
织保证。

从严治党，首先要强化思想建
党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 ，思想建党
是从严治党的基础和根本。每一位
党员干部要以深入开展 “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为契机，认认真真、原
原本本地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在
深学、多思、笃行中，努力掌握和运
用科学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
法，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攻坚克
难 、化解矛盾 、驾驭复杂局面的能
力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落实党管
意识形态原则和党委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建立党委书记抓党建的主
体责任体系，完善党组织书记抓基
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机制，落
实党建责任清单 、激励清单 ，切实
加强县 、乡 、村三个层面的党组织
及其带头人队伍建设，使各级党组
织及其负责人心中有责，带动全县
广大党员干部忠于职守 、 干事创
业 ，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真正激

活思想建设的“末梢神经”。
从严治党， 必须严肃党纪，营

造清廉之风 。凝聚人心 ，靠的是党
员干部严守规矩 、模范带头 ，靠的
是风清气正的政治新生态。要坚持
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坚持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的方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用制度
管权、管事、管人的新途径，县委主
要工作“九大组”扩大到“二十组”，
严格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切实降低
“三公经费”，严格执行“三重一大”
事项决策监管和人事财务管理等
一系列制度规范。着力提高治党管
党的制度化 、法制化水平 ，严格落
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
度 ， 加快推行政府部门 “权力清
单”、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时
刻守住党的纪律规矩 “底线”。“诛
一恶则众恶惧。”当前，要严厉查处
发生在征地拆迁 、工程建设 、选人
用人、 执行财经纪律等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和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
特别是对“雁过拔毛”式腐败案件，
惩治绝不手软，真正把清正廉洁更
加鲜明地写在党员干部队伍的旗
帜上。

从严治党， 必须弘扬公心 ，提
振精神 。 党员干部队伍的精神状
态 ，决定一个地区 、一个部门的精
神面貌和发展态势 。目前 ，一些干
部精神不振，劲头不足，干事不实，
效果不佳，说到底，是私心多了，公
心少了 。提振精神状态 ，务必强化
群众观念。 务必进一步转变作风，
求真务实 ，全面提升为企业 、为群
众、为基层、为项目服务的水平，实
实在在地谋事做人。务必进一步加
快节奏 ，主动适应新常态 ，引领新
常态，只争朝夕、勇于拼搏，圆满完
成各项急难险重的任务。务必进一
步宽阔胸襟 ，谦虚大度 ，以事业为
重 ，多做打基础 、利长远的实事好
事 ，追求快乐工作 、幸福生活的高
尚境界，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迈上新台阶。

艾方毅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