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市民爆料海口市海秀
路金牛岭公园门前的过街天桥下，
不到20米的距离，盲道围着过街天
桥的桥墩绕了整整14个弯!

面对媒体追问，海口城建集团
表示：“图纸就是这样设计的，我们
只是按图施工。”那么，这样的图纸
究竟是谁设计出来的？明明设计有
问题，施工方又怎能将错就错？

铺设盲道的目的是引导盲人安

全出行， 体现了全社会对盲人的关
心和尊重。 但上述新闻中的这段盲
道，倒像是要故意刁难盲人一样！

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城市道路和
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中，都有
对盲道设置和维护的相关规定 。
“闭门造车” 设计出如此 “奇葩盲
道”者，就绝不仅仅是业务水平的
问题了。 文/何康 图/蒋燕南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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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朋

四年前的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
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时光荏苒，中
央“八项规定 ”已从当初的 “新规定 ”，
变成了深入人心的“老规矩”。

“打铁还需自身硬 。我们的责任 ，
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 ， 坚持党要管
党 、从严治党 ，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
突出问题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
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
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四年前当选党中
央总书记时向全党的庄严宣示 。随后
出台的 “改进调查研究 、精简会议活
动、精简文件简报 、规范出访活动 、改
进警卫工作 、改进新闻报道 、严格文
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 ”等八项规定 ，
彰显了党中央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
民风的坚定决心。

四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向党中央
看齐，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持之以
恒推进作风建设， 所带来的变化看得

见、摸得着。
俗话说 ，严是爱 ，松是害 。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2016年10月底，全国已累
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案件14.64
万余起、处理19.69万余人，其中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9.88万余人；中央纪委通报
曝光26批131起典型问题，其中中管干
部26人。这一个个数字，既是作风建设
的成绩，更是沉甸甸的警示：大胆踩红
线、肆意逾底线者必将受到惩处！而唯
有如此， 我们的政治生态才会风清气
正，干部队伍才会铁骨铮铮。

纠正 “四风 ”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
劳永逸。11月30日，进一步对党和国家
领导人办公用房、住房、用车、交通、工
作人员配备、 休假休息等待遇作出规
定的文件获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
过， 再次表明了党中央用明令铁规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的矢志追求。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成绩固然可
喜，形势仍然严峻，全面从严治党任重
道远。 让中央八项规定继续 “长牙生
威”，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我们才
能凝聚改革发展强大正能量。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的意见》指出，要把坚定理想信
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
要任务。 组织开展理想信念教
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
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 ，需要讲
清楚其中的关键问题。

讲清楚坚定理想信念的历史
必然。160多年前发表的 《共产党
宣言》 表明要实现这样一个联合
体———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为
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 一代又一
代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探索。为
理想而奋斗是共产党的首要特
征，失去了这一特质，共产党员就
不再是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无
产阶级战士， 这种变质了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也终将被历史和人民
所抛弃。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必
须讲清楚理想信念不是共产党人
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品， 而是须
臾不可缺失的精神之“钙”；一个
政党的衰弱， 往往是从理想信念
的丧失或缺失开始。

讲清楚坚定理想信念的丰
富内涵 。 在理想信念教育过程
中 ，绝不能对马克思主义 、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的核心要义语焉
不详，更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党章
党规等的抄写背诵上，需要从逻
辑和历史、理论和现实等多个角

度，真正讲清楚理想为什么是理
想而不是空想、理想为什么是这
样而不是那样。要讲清楚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与不断发展
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优
越性与长期艰巨性、共产主义的
历史必然性与过程曲折性。只有
这样，才能有效推动党员干部自
觉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
毕生追求。

讲清楚坚定理想信念的精
神实质 。理想信念是否坚定 ，从
个体看是政治品格问题 ， 从组
织看是政治生态问题 ， 归根到
底是 “四个自信 ”问题 。中国共
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体系是在长
期的历史选择和比较中逐渐形
成的 ， 如果我们不能一以贯之
坚 守 这 样 一 整 套 由 历 史 所 选
择 、与国情相契合 、为实践所检
验的理想信念体系 ， 很大程度
上就是没有道路 、理论 、制度 、
文化自信的表现 。 要通过唤起
和培育高度的 “四个自信 ”，使
广大党员干部能经受各种诱惑
考验 、风险挑战 ，永葆高尚而执
着的理想追求。

讲清楚坚定理想信念的个
体要求。理想信念教育要从大处
着眼 、小处入手 ，把教育引导的
聚焦点放在一个个党员身上。要
讲清楚党员个体的重要性。在整
个党的队伍里，一个党员就是一
个细胞 、一面旗帜 ，只有一个又
一个的党员都坚定理想信念，整
个党组织才会坚强有力、充满希
望 。 要讲清楚自觉学习的重要
性。党员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 ，深入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 ， 才能不断增强政治定
力 。 要讲清楚带头示范的重要
性。对于每一位党员特别是党员
领导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把坚
定的理想信念体现在做好本职
工作中 ， 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
来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 、危急关
头豁得出来。

新声

理想信念教育
要讲清楚关键问题

房清江

国家旅游局5日通报：通过前段时间
的集中暗访、检查，截至目前，共有367家
景区受到摘牌、降级、严重警告、警告、通
报批评等不同程度处理，其中，包括株洲
酒仙湖景区在内的107家景区被摘牌。

景区星级评定制度是推动和促进旅
游优质服务的一项制度， 景区一旦评上
4A和5A，则意味着景区拥有了一块金字
招牌，便有了出售高价门票的资本。但这
项制度推行以来，星级帽子只戴不摘，使
得一些地方申报星级景区变成了静态
的 “一锤子买卖 ”，取得资质后 “高枕无
忧 ”，“重申报 、轻维护 ”，结果是5A级的
价格，低劣的服务。

从去年开始，国家旅游局建立了星级
景区动态评价机制，通过对景区服务和旅
游管理质量进行监测，对不达标的景区视
具体情况给予警告和摘星级帽子处理，去
年10月，山海关景区5A级资质以及5家其
它4A景区分别被取消， 一度引起不小的
震慑。而到今年，国家旅游局持续发力，到

日前几乎所有星级景区都被重新评价，一
大批景区受到摘牌、降级、警告等处理，体
现了强力治理景区旅游服务顽疾的决心。

当然，景区“摘星”不是目的，只是管理
手段，意在倒逼管理“上心”。在此轮针对景区
动态评价中，所反映的诸如景区安全隐患严
重、景区环境卫生差、景区旅游服务功能严
重退化、景区管理不规范、恶意宰客、消费欺
诈等问题， 在当下景区的不同程度普遍存
在。此次，这么多景区被处理，一定程度其实
也是乱象的真实写照。

星级景区的动态评价固然是机制的
自我完善，不过，星级景区的旅游服务乱
象，说到底还是地方旅游监管的缺失。譬
如，4A级景区的评定权限早已经下放到
省级，此次国家旅游局“一竿子到底”，某
种程度上是督促地方政府加大对旅游景
区的监管。

景区“摘星”，从严整肃之下，地方旅
游部门理应脸红汗颜，痛定思痛，在督促
问题景区整改上有更大的力度， 切实履
行起日常监管责任， 推动旅游步入靠服
务赢得口碑、赚来人气的良性循环轨道。

周丽

党章明文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
务高低， 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
组或其他特定组织， 参加党的组织生
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严格的组
织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
势，是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开展批评、
实施监督的重要载体和实践平台。

但这一传统在少数单位、 一部分

党员身上，正在逐步被淡忘。有的党支
部一年到头都难得过几次组织生活 ，
即便过也是走走形式，“党味”不浓；有
的党员参加组织生活不积极、不主动；
有的党员甚至游离于组织之外， 长期
远离群众， 最终失去党组织的管理和
监督。

要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从严格党
的组织生活制度做起，从坚持“三会一
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民主评

议党员等具体组织生活制度做起 ，让
组织生活的“党味”浓起来。

让淡忘的组织生活步入正轨 ，就
要让组织生活极具 “党味 ”。要立足于
党章、党规党纪，突出党性教育和理想
信念教育，始终把“党味”放在第一位，
讲理想宗旨， 讲英雄模范， 讲身边典
型，讲党性光辉，以党课传播正能量 、
塑造精气神。

让淡忘的组织生活步入正轨 ，就
要让组织生活添点“辣味”。 用好批评
与自我批评利器， 经常开展积极健康
的思想交锋， 敢于较真碰硬、 揭短亮

丑，及时“清扫灰尘”、“杀毒灭菌”、“铲
除病灶”，进一步纯洁队伍、健康肌体。
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好头、 发挥
表率作用， 真正烧旺党内政治生活的
“大熔炉”。

让淡忘的组织生活步入正轨 ，就
要让组织生活值得“回味”。要把“三会
一课”的内容真正入心入脑，不能只是
“听听感动 、 想想激动 、 就是没有行
动”。党组织还要把对党员的要求具体
化，使之成为党员可以操作、可以执行
的工作内容与工作任务， 帮助党员在
实践中检验成效、回味过程。

让“八项规定”继续“长牙生威”

景区“摘星”倒逼管理“用心”

要让组织生活更有“党味”

新闻漫画

这条盲道太“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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