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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霞

3月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
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并
参加联组会时强调， 各级领导干
部要 “善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
“做知识分子的挚友、诤友”，对知
识分子 “多一些包容、 多一些宽
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
打棍子”。

当今时代， 知识已成为创造
财富的强大原生动力， 知识分子
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
国正处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时期，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 广纳天
下英才。

其实，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
知识分子群众的成长和发展。在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
中， 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独
具特色的知识分子理论。 毛泽东
同志曾说过，“我们尊重知识分子
是完全应该的， 没有革命知识分
子，革命就不会胜利”；邓小平同
志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两个尊
重” 的思想； 江泽民同志提出 ,
“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
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
须 进 一 步 发 挥 知 识 分 子 的 作
用 ”；胡锦涛同志号召 ，“知识分
子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的
创新精神 ”。在这些理论的基础
上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再次

强调 ， 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知识
分子打交道 ， 做知识分子的挚
友 、诤友 。这既是对各级领导干
部的期待 ，更是要求 。

同知识分子“交友 ”，领导干
部首先要对“知识分子”有正确的
认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对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社会文
明进步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始
终铭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的
古训，尊重知识分子，相信知识分
子，完善选人用人的体制机制，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 让知识分子发
挥出更多的光和热。

领导干部同知识分子的 “挚
友、 诤友” 关系， 容不得半点儿
“虚、假、空”。做挚友，就需要领导

干部对知识分子真情关怀、 真心
帮助、推心置腹，充分尊重知识分
子的工作特点和规律， 积极听取
知识分子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不断完善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
业的体制机制，发扬学术民主，营
造出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
做诤友， 指的是能够直言规劝的
朋友。 无论是待人处世还是治国
安邦，“诤友”都十分重要。尤其是
对于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而
言，身边的“诤友”能够起到及时
的提醒和监督作用， 可以有效地
避免决策失误、行为“出轨”。这就
要求领导干部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的批评，要有“闻过则喜”的精神，
以虚心宽容之心让知识分子敢说
话、能创造。

孔德柱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强调：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
干事者鼓劲，为担当者撑腰。

天下事，兴于实，败于虚。历史已经证
明，中国改革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广
大干部群众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同样，通往
未来的路途上， 不论是脱贫攻坚的 “硬骨
头”，还是矛盾纠纷的“堵塞点”，乃至改革
发展的“绊脚石”，都得靠实干一一排除。

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涌现
出了一批批拼劲十足、 敢想敢干的实干家和
创新者，他们用奋发昂扬的激情、真抓实干的
作风、吃苦耐劳的韧劲诠释了“实字托底，干
字当头”的实干作风。与此同时，也存在部分
单位和部门以会议贯彻会议、 以文件落实文
件的敷衍塞责现象；个别党员干部习惯“玩套
路”“耍嘴皮”，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付诸实践
却缩手缩脚， 面对一些急难险重的工作任务
和目标责任，心存畏难情绪，只想怎样投机取
巧， 不思如何真抓实干。 听任这样的现象存
在，无疑会挫伤整个干部队伍的积极性。

少数党员干部之所以畏首畏尾，放不开
手脚，除了本身缺乏内生动力，积极性和主
动性“枯竭”以外，还受诸如“人怕出名猪怕
壮”“枪打出头鸟”等思想观念的禁锢，不敢
“吃螃蟹”、害怕“为人先”、担心“会出错”，只
好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路线”。

要根除惰性， 激活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的“原动力”，除了要强化责任担当，增强自
身免疫力，抵制不良观念侵蚀外，还要健全
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干事者鼓劲，
为担当者撑腰。

为干事者撑腰鼓劲， 就要为干事创业
者树立“风向标”。首要的是强化激励，对改
革“先行者”、干事“急先锋”、创业“领头羊”
等表现突出、敢于担当的典型，无论是政治
待遇上还是生活保障上要给予适当的倾
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舆论氛围，
发挥“敢为、有为、能为”的示范带动作用。
与此同时，也要解除顾虑，进一步建立健全
容错纠错机制，细化并明确容错的定义、免
责的条件、决定的主体、实施的程序以及适
用范围等详细内容，让干事创业者明规则、
守底线，消除后顾之忧。

苑广阔

履新半年后首次在 “两会部
长通道” 上亮相的交通运输部部
长李小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征收“拥堵费”只是治理交通
拥堵的手段之一，该不该征收、何
时征收， 形成社会共识， 依法实
施。

交通拥堵作为 “城市病 ”之
一， 不但开始从一二线城市往三
四线城市蔓延，而且“病情”也变
得日益严重， 由此给社会带来的
直接或间接损失越来越大。 为了
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职能部门采
取了许多措施，比如限号、限行、
限购等等。 当这些措施所产生的
效果被日益增加的机动车数量日
渐抵消， 很多人开始思考解决问
题新的办法和途径。这时候，征收
拥堵费，就成了一个公共话题。

李小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
对于征收拥堵费的建议， 表达了
必要的谨慎。 这恰恰体现了决策
者在涉及公共领域重大决策时应
该具备的理性和审慎态度。

不仅仅在征收拥堵费的问题

上， 在任何涉及到大多数人利益
的公共决策问题上，都应该以“社
会共识”作为前提，或者说都应该
把“社会共识”纳入制定公共政策
的依据。所谓“社会共识”，换句话
说就是民意基础， 就是围绕某项
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要取得最大
限度的民意支持， 而不仅仅只是
采纳少数人的意见和建议， 更不
是长官意志下的“拍脑袋”决定。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 背后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稍有不
慎或操之过急， 都会导致过犹不
及的后果。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
充分评估论证， 广泛征求意见的
前提之下， 形成最大范围的社会
共识，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决策，依
法实施。 在没有取得社会共识的
前提下就贸然出台政策， 既可能
招致公众的误解， 也可能损害公
众的利益， 最终让这项政策成为
一种“懒政”甚至是“恶政”。

在公共政策的实施上， 政府
部门充分考虑到民意基础， 既表
明了社会治理的日益成熟， 也体
现了民本意识的不断增强。

毛建国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
松在谈及当下传统媒体人离职潮时说，如果
都去炒菜了，没人种菜了，怎么办？作为新闻
出版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今年白岩松呼吁
传统媒体应加大对内容的投入，并建议对新
闻深度产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前段时间，网上流行一段话，“自媒体太
多，记者太少，事实不够用了。”其对应的是
目前国内媒体生态的结构性问题，也就是新
闻事实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具有一锤定音
的专业能力与公信力的新闻机构严重不足。
以致有人感慨，当每个自媒体都想从帽子里
变出兔子，已经没有记者在赶往新闻现场的
路上了。这其实讲的就是内容危机问题。

众所周知，这股内容危机的倾向，发生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诚然，新媒体并不必
然对应于浮躁和功利，可当人们看到，只要
拿起剪刀浆糊， 就可以轻易炮制一个“10
万+”，进而产生丰厚利益时 ，很多人埋藏
在心底深处的浮躁和功利， 也就悄悄探出
头。而当这股风不被压抑，反而得到变相支
持时，也就肆意乱窜，进而导致人人都想从
帽子里变出兔子。

一个没有内容的时代是十分可怕的，

也是不可持续的。当大家都聪明地成为“剪
刀浆糊党”， 连那些坚守者也都退却时，剪
刀浆糊将怎么挥舞下去？这样的问题，并不
独独发生在媒体身上。可以说，这是一个十
分普遍的现象，当前，内容产业正经受着严
峻的挑战， 有些行业甚至说是经历严冬并
不过分。

当前内容危机的到来， 与对知识产权
的忽视有着紧密联系。 正如白岩松讲的，
“种地的人白投入了， 炒菜的越做越大，这
就是问题。”现实不正是如此吗？更可笑的
是，辛苦“种地的人”的权益不仅得不到保
障，而且还受到“炒菜的人”嘲笑。在市场语
境里 ，似乎 “种地的人 ”都是一群 “老实呆
子”，就应该吃苦挨饿。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高新技术产业需
要重视，文化内容产业同样需要扶持。千万
不要小看了内容危机，这种危机出现之后，
如果得不到控制，就有可能产生“致命的威
胁”。鉴于内容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内容危
机的可怕性， 政府层面不妨拿出一笔专项
资金，用于扶持和激励内容生产，特别是优
质内容生产。

没有内容的繁华， 只是一个吹起来的
大气泡。这也提醒我们，永远都不能让内容
生产者寒心。

� � � �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龙山县青年凌志坚 ， 因意外
致残 。 持有残疾人证 4年后 ，
在无锡务工的他发现 ， 自己
不能在当地享受 “残疾人免
费乘车 ”的福利待遇 ，原因是
户籍———他不是本地人 。

残疾人免费享受公交服务
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人本关
怀， 如果仅仅因为不是 “本地
人”而予以排除，应该是一种政
策性歧视， 至少反映出政策制
定者一种狭隘的心理吧。

画/陶小莫 文/善者

倡导实干，就要为干事者撑腰

别让内容生产者寒心

领导干部
要做知识分子的挚友、诤友

公共决策不能少了“社会共识” 新闻漫画

善待残疾人，消除地域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