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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孝斌

十九大期间，习近平同志在参加
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党的根
基在基层，一定要抓好基层党建，在
农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走遍基层
才能心里有数， 才能心有灵犀一点
通。

毛泽东在 《实践论 》中曾这样
生动讲述 ：“你要有知识 ，你就得参
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你要知道梨子
的滋味 ，你就得变革梨子 ，亲口吃
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
验发源的。”

俗话说 “为官一任 ， 造福一

方 ”， 而造福一方的前提是了解一
方 。“走遍基层 ” 体现的是责任担
当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面对新矛盾 、新情况 ，要有新思路 、
好办法 ， 无非要在两个方面下功
夫 。 一是要沉下来学思想学理论 ，
学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 二是要以
“走遍基层 ”的作风去调查研究 。在
“走遍了 ”中与群众打成一片 、与群
众交朋友 ，就能把群众的 “心窝子 ”
掏出来 ， 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 ，
新思路就有了 ， 好办法也就形成

了 。走遍基层 ，把人民的期盼回应
好 ，基层工作的答卷就能写得更有
温度、厚度、满意度。

“走遍基层 ” 体现的是工作作
风。“走遍了”， 才能得到真实情况。
领导干部事务繁忙 ，要处处 “走遍 ”
会有困难 ，但如果没有 “走遍 ”的工
作作风， 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听汇
报，虽有快速的益处，但难免有虚假
的弊端。 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
去，不怕艰辛地劳作一番，领导干部
对工作才有发言权、指导权，具体工
作才能牢牢抓住问题的 “牛鼻子”。
以前网上曾有个段子， 说某地开展
“三同”活动 ，要求机关干部下到农

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然
而， 一些下去的干部在朋友圈里晒
的全是美食、美景，还有摆出来的各
种“劳动”姿势。试问，如果只是干部
吃舒服了 、住舒服了 、玩舒服了 ，但
是群众的难处没有发现， 群众的疾
苦没有解决， 这些党员干部走基层
到底有何用处？

十九大报告是一份划时代的纲
领，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书、动员
令，要将其中处处体现的“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须臾离不开新的实践。总书记“走遍
基层”的殷切寄语，正是对广大干部
提出的新要求。

罗建华

10月25日上午，十九届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习近平
总书记一句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
清气满乾坤”， 引来国内外媒体一片
解读和赞誉。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
乾坤 ”这两句诗出自元代诗人 、画家
王冕的一首诗作《墨梅》。其中前两句
是，“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
痕”。这首诗的意思是：这画仿佛是从
我的洗砚池边生长的一棵梅花，朵朵
梅花都似乎是洗笔后淡墨留下的痕
迹而没有鲜艳的颜色，因为它并不需
要别人去夸许它的颜色，在意的只是
要把清淡的香气充满在天地之间。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两句诗同样
具有深刻的寓意和内涵，字里行间彰显
了共产党人不图虚名、崇尚实干的精神
品格和信念坚定、高度自信的本色气度。

为什么“不要人夸颜色好”，因为
中国共产党人攻克的一个又一个难
关 ，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靠的是
求真务实、 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沉

湎于外界的鲜花掌声和吹捧夸耀，用
“花拳绣腿”博眼球赚吆喝，反而是难
以聚精会神搞建设的。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向世界表明 ：进入新时代 ，中国
共产党人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不断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为什么“不要人夸颜色好”，还因为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探索，已经找到
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如总书记所强调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
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
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社
会鲜活的实践已经作出了生动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也在告诫人
们，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
家 、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 ，那中国
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族
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如今，有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
领 ， 有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奋
斗， 有了改革与开放的继续推进，人
民群众更有理由相信，未来还会收获
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徐建辉

记者从住建部官方网站获悉，国
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日前联合发出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的联合检
查。检查对象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
地产中介机构，将对房地产开发企业
在售楼盘和房地产中介机构门店商
品房销售价格行为进行检查。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实现居者有其屋，自古以
来就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和奋斗目标。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应对房价过快上
涨 ，一些地方相继出台了限购 、限售
等一系列措施， 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但是，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高利诱惑，
开发商 、炒房者 、黑中介们并不会因
为调控政策的出炉而主动 “金盆洗
手”。 他们中的有些人会想方设法逃
避购房调控政策和市场监管，以各种
形式继续炒作房价，攫取更大利益。

例如在一些地方，为了突破政府
的最高限价，规避“一房一价、明码标
价”的限制，开发商和中介、炒房客相

互勾结，明面上在政府限价以下公开
备案了价格 ，楼盘也已上市 。事实上
售楼部却无房可售，而是逼着购房者
私下里从开发商个人 、中介 、炒房客
或 “代言人 ”手中 ，以付给第三方 “楼
号费”“中介费” 等名义加价购房，形
成了“一房两价”的奇葩景观。这种在
少数人看来既“遵守”了限价，还卖出
了高价，又成功制造了“紧缺”假象的
做法，进一步推高了房价。

因此， 要切实落实房价调控政策，
平抑房价、稳定市场，真正造福百姓，不
仅要严打“明炒”，还须严查“暗炖”。要
坚决斩断开发商、黑中介、炒房团操纵
房价的“第三只手”，封掉他们用来规避
调控、逃避监管的“第二市场”。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可
以看到，此次两部委即将展开的联合
检查 ，正是抓住了 “价格 ”这个关键 ，
在全国范围内严查开发商和中介机
构的“捂房惜售、炒房卖号”等价格违
法违规行为。相信这场为期一个月的
楼市价格监管风暴， 将取得积极、显
著的成效。

胡建兵

重阳节将至，中消协10月24日
发布消费警示，提出老年消费者在
选购保健食品 、投资理财 、旅游出
行 、 居家养老方面的若干注意事
项 。其中特别提出 ，部分旅行社针
对老年人收取的 “年龄附加费”是
国家明令禁止的，老年人可以第一
时间向旅游主管部门反映，保留相
关证据，及时维权。

多年来 ， 在业内对老年人跟
团游收取 “年龄附加费 ”已成为不
成文的规矩 。 站在旅游公司的角
度来讲 ，老人出去旅游 ，由于身体
条件等原因 ，风险相对比较高 ，而
且老人因为行动不便等原因 ，可
能会给旅行社带来一些麻烦 。另
外 ，多数老年人消费比较保守 ，可
能会影响旅行社提成等收益 。因
此 ，旅游公司向老年人收取 “年龄
附加费 ”， 往往自认为是合理的 ，
也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但是， 旅游公司开门营业，都
必须依法行事。我国的旅行社条例
明确规定，年龄或职业上的差异不
能成为旅行社区别对待的理由。该
条例的实施细则中明确禁止对游

客因年龄或职业差异收取附加费。
旅游公司这种向老年人收取“年龄
附加费”的行为，也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有
关规定，对老年人有歧视之嫌，是明
显的违法行为。

从尊老这个角度来讲 ， 向外
出旅游的老年人收取 “年龄附加
费 ”也是不合适的 。习近平同志曾
说过 :“‘尊老 ’， 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 。” 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 ，
始终把 “尊老 ”奉为立身处世的大
德 ，相沿成习 。外出旅游是每个公
民的权益 ， 如果按照我国传统的
尊老美德 ， 旅游公司不但不应该
向老人收取 “年龄附加费 ”，反而
应 在 旅 途 中 给 老 年 人 更 多 的 照
顾 。当下正能量越来越有市场 ，与
良善同行能量场会越大 ， 这对旅
游公司而言也是一笔宝贵财富 。

一些旅游公司公开向老年人
收取“年龄附加费”，除旅游市场还
有待完善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职、监管不到
位，对这种现象处罚不力。期待相关
部门雷霆出手，维护老年人权益，让
全社会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
气越来越浓。

“走遍基层”是担当也是智慧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

打击炒房要防“明炒”也要治“暗炖”

旅游“年龄附加费”
不合法亦不合情

近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
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
自中建五局长沙建筑工程学校
集训基地的梁智滨凭借砌筑的
“高颜值” 墙夺得砌筑项目第一
名，为中国队捧回世界技能大赛
砌筑项目的第一枚金牌。

面对浮躁之气 ， 能摒弃喧

嚣，常怀赤子之心，殊为难得。梁
智滨为设计赋予情感，为创造而
快乐、为专注而感动，值得我们
点赞。或许未来某一天，当他面
对“梁智滨智造之楼”时就可以
自豪地说：“瞧，那是我设计和建
造的！”

文/图 朱慧卿

砌墙砌出了世界冠军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