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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湘

“把公交车开到厂门口， 让线路跟着企业
走，有效缓解企业员工出行难问题”；在人才招
聘中， 报考人员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笔试地
点，真正做到“少让你跑，只等你来，程序从简，
诚聘英才”。近日，新湖南客户端上两则关于常
德市的新闻， 让人禁不住为其打造优良发展环
境的做法和诚意点赞、叫好。

今年省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 “营
造稳定公平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让各
类投资者放心投资 、安心发展 ”。的确 ，在当前
区位 、交通等条件逐渐趋同 ，资源 、生态等要
素约束日益趋紧的情况下 ， 营商环境越来越

成为影响一个地区发展的关键 。 我省各地对
此有着充分的认识 ，“八仙过海 、 各显神通 ”，
无论是株洲建设投资项目审批改革 ， 还是浏
阳“最多跑一次 ”改革 ，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推
动我省整体发展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发展环境似乎是虚的， 市场主体和群众办
起事来却是实的，说起来容易抓，但真正要抓好
又是很难的。常德的做法再次启示我们，优化发
展的环境空间仍然广阔，只要想为愿为，就能有
所作为。比如，针对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痛点
堵点，行政审批能否更加简便快捷，司法执法能
否更加公正公开，政商关系能否更加亲密清白，
政务服务能否更加优质高效……只要用心用
情，真抓实抓，就能在这些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释放改革红利，收获累累硕果。
优化发展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它考验

的是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能力和耐心， 体现的
是促进地方发展的诚意和真心。 如果仅仅是出
于政绩导向，抱功利思维，搞短期打算，哪怕为
招商引资让渡的利益再丰厚， 为招才引资提供
的待遇再优渥，长期来看也吸引不到优质企业、
优秀人才，反而只会搞乱一个地方的发展环境，
因为这些条件是可逆的、会变的，终究是靠不住
的。

唯有真诚最动人，唯有交心能久远。期待各
个地方都能发自内心、 出于诚心地去营造良好
发展环境，推动服务不断升级，如此，湖南将真
正成为投资的洼地、企业的宝地、人民的福地！

郭光文

“有的领导干部‘只求不出事，宁愿
不做事’，凡事都要上级拍板，避免自身
担责，甚至层层往上报、层层不表态。”这
是当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十种表现
之一。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
出：“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同时就
如何继续查摆和整治这些问题作出重要
批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

“只求不出事，宁愿不做事。”这种错
误思想，颠倒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与之恰
恰相反：不做事就会出大事。某乡党委书
记长期以来奉行“无为而治”的哲学，任
职五年来，不仅辖区面目如故，而且群体
事件时有所见，前不久，被县委免职。无
独有偶。 天津市工信委与国家某局签署
《框架合作协议》，协议签署三年多来，天
津市工信委主任李朝兴一直没有组织研
究细化协议条款，工作不严不实，为日后
产生纠纷埋下隐患。最近，天津市委在不
作为和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中， 免除了
李朝兴的职务， 使其成为党的十八大以

来因“不作为”问题被处分的最高级别领
导干部。

事实证明，这种把“做事”与“出事”
等同在一起的糊涂认识， 严重地助长了
干部的不作为和不担当的懈怠行为。在
其诱导下，一些人面对社会纠纷，视而不
见，听而不闻；面对是非争论，左右逢源，
模棱两可；面对思想交锋，知而不言，言
而不尽，信奉“少吃咸鱼少口干”的法则；
面对棘手工作，能推则推，能拖则拖；面
对原则问题，吞吞吐吐，支支吾吾；面对
重大考验，装聋作哑，扮痴卖傻；面对责
任追究，怨天尤人，文过饰非。凡此种种，
举不胜举， 倘若长此下去， 不出事才怪
呢！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确立
献身党和人民事业的崇高情怀， 聚精会
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 实干
苦干，不务虚功，夙兴夜寐，勤奋工作，以
一流业绩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我们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
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组织和
无愧于人民的辉煌业绩。

不做事就会出大事唯有真诚最动人

陈庐冰

街道上挂出了喜庆的灯笼， 扮出了过年的
模样；电视里打出了火红的广告，烘出了年味的
浓郁；手机中出现了各种春节搞笑的段子，过年
的气息愈来愈浓。然而每到这时，关于传统春节
文化式微的说法又窜出来，试图哗众取宠，吸引
人们的眼球。

不可否认， 过洋节已经走进越来越多国人
的生活，或为谈资，或付诸行动。愚人节搞怪、万
圣节制作南瓜灯、圣诞节装点圣诞树……然而，
我们并没有因为过洋节就忽视和遗忘了自己民

族传统的节日。每逢中国传统佳节来临之际，从
春节大团圆、元宵闹花灯，到端午划龙舟、中秋赏
明月，无一不是张灯结彩、合家欢聚、举国欢庆。
再打个比方说， 年轻人过圣诞节并没有太多宗
教和文化的含义，他们不过借此机会狂欢狂欢，
或是消费消费， 这对于传统节日文化也没有太
大的冲击。洋节之盛，并不代表传统节日就式微。

春节符号并没有弱化 ， 但轻松有趣 、娱
乐性强的各种洋节 ，也给了我们传统节日一
个取长补短的借鉴 。 比如元宵节逛灯会 、猜
灯谜 ，重阳节爬山 、野营 、赏菊 ，端午节赛龙
舟 、包粽子 。如今这些节日活动参与过程也

十分有趣 ，而且更加亲近大自然 。再如眼下
人人翘首以盼的春节 ， 如何让它更加好玩 ？
吃饭聚会之余 ，来个登山 、垂钓或是集体自
驾游也很不错 ，团圆与旅游 、健身结合起来 ，
趣味盎然嘛 ！如果实在离不开手机 、微信 ，那
就自己创作问候的内容 、 撰写拜年的新句
子 ，将自己的心意 、亲人的想法 、朋友的情感
在微信中巧妙地描绘下来 ， 更利于互相传
递 。

在新时代条件下 ，不断挖掘 、恢复和创新
互动性强 、参与性高 、热闹欢乐的民俗文化样
式 ，培育特色鲜明的节日文化 ，向世界展示独
特魅力 ， 将会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和中华传
统节日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为中华文化 “走出
去”贡献力量。

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些深度贫困地
区出现了“争当贫困户”的怪象。因为看
到扶贫对象住上新楼房，周边居民纷纷
找关系、想办法，也想“一步登天”。

之所以出现“争当贫困户”的怪象，
一方面， 源于贫困户认定后的福利捆
绑；另一方面，源于贫困标准难以精准
量化。要消除“争当贫困户”的不正常现
象，需要多管齐下。除了顶层设计上要
做好制度优化外，尤其需要基层党员干
部下足“绣花”功夫，将扶贫资源精准投
放到该扶之人身上。

图/王铎 文/汪东旭

春节符号并没有弱化

新闻漫画

多管齐下消除
“争当贫困户”怪象

张国栋

从今年起 ， 全国司法考试制度调
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 考 试 制
度 。近日 ，司法部发布关于 《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 征求意
见稿 ，其中提到 ，报考者需要有本科及
以上法学专业背景或者从事法律工作
满三年。

以往考试条件比较宽泛，比如不受
专业 、工作年限限制等 ，今后报考者需
要有本科及以上法学专业背景或者从
事法律工作满三年，意味着新的司法考
试将提高门槛。尽管考虑到新旧制度衔
接的问题，考虑到社会各界和考生的合
理诉求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对不同法
律职业人才的需求，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会实行“老人老办法”，但总体
来看，今后司法考试向法学专业外本科
应届学生“关门”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这看似有些“苛刻”，或者对一些考生造
成了 “不利 ”，但却是大势所趋 ，符合时
代要求。

一方面，完善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是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也是

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更是法治社会、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的题
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 ，司法考试制度
的调整 、报考门槛的提高 ，绝不是和一
些报考者“过不去”，而是旨在提高法治
队伍整体素质 ，这不仅是 “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
平正义 ”的内在要求 ，也可以倒逼法学
教育改革，加快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
司法人才。

需要指出，法官、检察官、律师不是
一般性的职业， 所从事的都是跟国家利
益、 公共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等直接相关
的工作，关乎“国家机器”的运转。如果报
考条件过于宽泛， 达不到相应要求而得
过且过甚至滥竽充数， 既会影响司法运
行的效果，更会伤及无辜，甚至让法治社
会蒙羞。

如果说， 非法学专业学生都能轻松
地通过司法考试， 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欣
喜的事， 只能说过去司法界的职业门槛
太低。从这一角度看，新的司法考试提高
了门槛， 并调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制度， 也是一种理性而及时的纠
偏，值得期待。

“新司考提高门槛”符合时代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