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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湘

行至年末，“佛系”这个词成了朋
友圈里的热词。 所谓“佛系”，跟宗教
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人们借用这个
语言符号，表达一种“有也行，没有也
行，看淡一切，不求输赢”的心态。

在处理日常小事时，这样的心态
确实能帮我们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
还能给别人留下大度豁达的印象 。
但如果党员干部在原则问题上也保
持“佛系心态”，那么必将导致不正之
风滋长蔓延，干部队伍的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大打折扣。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
作为”，可现实中，仍有部分党员干部
阳奉阴违做“两面人”，表面上信誓旦

旦承诺要争做新贡献，心里却深信“洗
碗越多的人就会打破更多的碗，而从
不洗碗的人则可以明哲保身”的“洗碗
效应”；有的党员干部甚至将“微笑能
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这一“金句”奉为圭臬，认为这是官运
亨通、扶摇直上的“秘诀”。

近年来，被人们广为诟病的“四
风”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党员干部
的“佛系心态”滋生出来的。 “佛系干
部”面对原则性问题时，为了前途无
限而选择了视而不见， 为了明哲保
身而选择了不作斗争， 更有甚者随
波逐流、和光同尘，导致不正之风愈
演愈烈，政治生态乌烟瘴气。 徐才厚
就是这些干部中的典型， 除了巨额
受贿外，据说他为官五十年，没有提

过一个反对意见， 没有唱过一句反
调，虽然爬至高位，但这种心态也让
他逐渐堕落， 走上违法违纪的不归
路，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针对这种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实现伟大梦想， 必须进行伟大斗
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
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党员
干部在遇到影响政治生态环境的关键
性、原则性问题时，一定要有“为官避
事平生耻”的责任感，要敢于站起来，
勇于说出来， 直面矛盾和问
题，直面困难和挑战，用昂扬
锐气推动蓬勃朝气，用浩然正
气营造良好风气。

为人处世不能没有责任
心， 为官从政必须具有责任

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谷
文昌、焦裕禄、王进喜；新时期有孔繁
森、杨善洲、廖俊波，他们在艰难困苦
的情况下从不后退，牢记使命，义无
反顾、勇往直前，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同样在新时代， 视党和人民事业发
展重如山， 视个人名利得失淡于水
的干部才是好干部， 也只有这样，党
员干部才能开创新局面、 推动新发
展，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
拥护。

长沙市天心区委书记 朱东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把中
国城镇化道路的重点放在促进城
市群的发展上”。 12月8日， 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省
委常委会上指出，长株潭一体化是
大势所趋。 作为长沙市的南大门、
长株潭城市群的“几何中心”，天心
区无疑是一体化建设的核心区、桥
头堡，必须勇于担当、主动作为，贡
献“天心力量”，把“几何中心”打造
成“融城核心”。

立足区位特点把握一体化发
展新定位。 省、市释放出了推进长
株潭一体化强大的定力和决心，这
对天心区来说无疑是重大战略机
遇。 把握战略机遇，找准发展定位
是重中之重。 立足区位特点，要从
三个方面找准新定位 ：把握 “融城
核心 ”的定位不动摇 ，在一体化建
设中当先锋 、打头阵 ，加快建设辐
射带动服务长株潭千万人口的融
城核心；把握“两型示范”的定位不
动摇，将生态守护与产业发展结合
起来，在发展两型智慧、创意文化、
休闲旅游、高端服务等产业上形成
特色与规模，在两型建设上作出示
范 、借出硕果 、得出经验 ；把握 “生
态绿心 ”的定位不动摇 ，像保护自
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绿心，努力

为长株潭城市群留住青山、美化绿
水、洁净蓝天。

立足产业特点探索一体化发展
新路子。 一体化不是一般化、同质
化，不同区域立足产业特点探索一
条新路子很有必要。 要探索四条路
子 ： 依托长株潭城铁交会站暮云
站 ，优化设置京广高速 、沪昆高速
与融城核心区域的交通出入口，加
快联通东西的过江通道建设，加快
贯穿南北的城际干道建设，推动地
铁向核心区延伸，构建城铁、地铁、
公交 、 客运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
纽；以建设省会现代服务业引领区
为目标 ，依托高校人才优势 、产业
集聚优势， 重点发展商贸金融、文
化创意、地理信息、大数据、新能源
等新兴产业，着力发展辐射三市的
特色产业， 服务全省实体经济；以
“保护好湘江、守护好绿心”为使命，
按照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坚持保
护优先、综合治理、协调推动，协同
东部石燕湖片区 、 西部大王山片
区、南部昭山片区共同打造中国最
具品质的生态新城、最具特色的国
家公园； 利用交通通达的优势，在
人流量大、便捷度高的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上着力，同时将一些群众参
与度较低、需求量较少的公共设施
建在周边城区，形成三市公共服务
互补共享的格局。

立足机制体制创新破解一体化
发展的新问题。 探索沟通协调的大
机制，和相邻区县创新开放合作模
式， 探索建立跨区域联动机制，深
化产业布局 、基础设施建设 、环境
保护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理顺规
划设计的大体系，既把三市融城片
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又把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 、城市规划 、土地利
用规划、生态环保规划“多规合一”
统筹来推进；推进开发模式的大转
变，项目实施变“单打独斗”为片区
整体实施 ，拆迁安置变 “谁家孩子
谁抱 ”为统筹集中安置 ，资金投入
变政府、 市场各自行动为政府、市
场联动投入。

王丽美

正值年终岁末， 全国总工会日
前制定 《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
法》。 办法规定：逢年过节基层工会
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 ，
职工生日可以发放生日蛋糕或蛋糕
券， 职工婚丧嫁娶等可以给予一定
金额的慰问金， 职工退休离岗可以
发放一定金额的纪念品。

一连串的 “可以 ”，体现出工会
组织对职工正常福利获得的关注 。
这里面， 既有以前就有的节日慰问
品、生日蛋糕等“常规项目”，也有婚
丧嫁娶慰问金、 退休离岗纪念品等
新增项目。

我国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 均列支有一定
比例的福利费和工会经费。 逢年过节
给职工发放一些慰问品， 不仅帮助职
工改善生活， 也是工会经费的正常使
用，更能体现制度关怀。 例如，职工生
日发放生日蛋糕， 职工生病看望慰问
等，花费不多，却让人倍感温馨。 尤其
是婚丧嫁娶、 退休离岗等都是职工人
生中的大事， 此次首次明确提出可以
发放慰问金、纪念品，将大大增强职工

对工会的融入感， 加深对单位的认同
感。 而规定同时指出不能随意发放津
贴、不准使用工会经费请客送礼、不准
用工会经费从事高消费性娱乐和健身
活动等， 也给工会经费的规范使用划
出底线、红线。 总体来讲，此次新规对
员工福利的发放范围和禁区均予以重
申与纠偏，可谓刚柔并济、来得及时。

当然也得承认，过去的确有一些
腐败分子借职工福利之名行贪腐之
实 ，或滥发奖金 ，或中饱私囊 ，或肆
意截留。 基于这种考量， 一些单位
“一刀切 ”砍掉了职工福利 ，于是引
发职工不满。

在这种背景下，员工福利的发放，
地方是否可以构建更具体、规范的配
套设计呢？ 比如，职工婚丧嫁娶等可
以给予一定金额的慰问金，这种慰问
金的上限在哪里？ 再比如，职工退休
离岗可以发放一定金额的纪念品，这
种纪念品的标准是什么？ 规定越精
细， 相关单位操作的空间就越小；监
督越到位，以合规发福利之名行乱发
福利之实的现象就会越少。

为发福利定标准、立规矩，工会
更有存在感， 劳动者更能实现体面
劳动、全面发展。

� � � �近日，不少自媒体账号发布的关于“多地医院年底严控医疗费、停用
部分耗材”的帖文在多个网络平台传播，引发网民和医务工作者的热议。
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回应突击控费系个别现象。

控制医疗费，是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对医院的一贯要求，对于降低看病
成本，减轻患者负担，减小医保基金的压力，提高医院的服务水平都是大
有裨益的。 但一定要反对那种突击式的、简单化的、治标不治本的控费方
式。 对于医院控费，要在药价、耗材、检查上加强过程监管、细节监管、长期
监管。 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看病难”。 文/胡海军 图/陶小莫

党员干部要谨防“佛系心态” 新声

立足“几何中心”
打造“融城核心”

员工福利新规
刚柔并济来得及时

严控医疗费莫打“突击战”
� � � �朱东铁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