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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文

“长期以来， 我县在依法照章抓好城市建
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有关方面由于有
关原因影响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有关问
题。希望有关县级领导亲自挂帅、有关主管部门
切实负责、有关协从单位密切配合，按照有关法
律和有关规定，对有关地方、有关单位和有关人
员的违规建筑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这是最近某
县长在整治城市违规建筑问题大会上的一段
讲话。这位县长的讲话，虽然只有100来个字，但
却不厌其烦地一口气用了11个“有关”，以致被
当地干部群众戏称为“有关”县长。

现实生活中利用“有关”做文章的现象并
不鲜见。有的在布置工作时，面对急难险重的

任务，不敢理直气壮地分派到具体地方，担心
引起下面“顶牛”，于是就用“有关单位 ”来替
代；有的在检查工作时，面对各种问题 ，不敢
旗帜鲜明地道出具体事实，害怕伤了相互“和
气”，于是就用“有关方面”来借指 ；有的在总
结工作时，面对失职渎职的行为，不敢毫不含
糊地批评具体对象，担心因此“树敌”，于是就
用“有关人员”来回避。由此可见，一些同志对
“有关”二字“情有独钟”的背后，是想以此掩
盖自己不敢担当和不敢负责的思想实质 。它
不仅助长了消极怠工和不思进取的思想作
风， 而且腐蚀了向善向上和奋发有为的顽强
斗志。对此，必须坚决加以克服。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如何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 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时，曾经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看准了的事
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地干 。面
对当前改革发展稳定遇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
问题，全党同志要有所作为、有所进步 ，就要
敢于较真碰硬、敢于直面困难，自觉把使命放
在心上、 把责任扛在肩上， 努力在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
绩。”敢字当头的担当精神和痴迷事业的责任
意识，既是共产党人必备的思想品质，又是干
部政治素质的综合体现， 更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宗旨要求。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
干部，一定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自觉
增强担当精神，不断提高责任意识，敢于直面
矛盾，勇于迎难而上，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
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范子军

每年维护上百家自媒体，单价从每年５
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不交钱， 就可能被
黑。”一家汽车行业公司负责人忧心忡忡在
网上吐槽。有媒体调查发现，近年来，自媒
体“黑公关”让一些企业闻之色变。一些自
媒体靠“黑公关”获取高额利益，有的一年
能收数千万元“保护费”。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 带来了传播领域
的革命，它们迅速崛起成舆论场的生力军，
在民意传达、知识普及、舆论监督等方面发
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自媒体行
业存在的种种乱象， 扰乱了网络和社会秩
序。靠“黑公关”收“保护费”，就是比较典型
的一种乱象。

净化网络传播生态，规避网络负能量，
自媒体治理当然有必要、很迫切，需要社会
有关各方增进共识、给力作为。不过，不少
人免不了会追问， 某些企业为啥甘愿向无
良自媒体交“保护费”？个别企业为啥愿意
花大钱维护上百家自媒体？说是“甘愿”或
许企业主会感到委屈 ，“不交钱就可能被
黑”，委实是出于被迫无奈，不然企业声誉
和利益会遭受更大影响。 但稍加考量便不

难发现，“无奈” 背后透露出一些企业自身
的原因。

有道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假如相关
企业坐得正、行得端，何惧无良自媒体的敲
诈？ 倘若对方蓄意抹黑， 完全可以依法维
权，追究其违法责任，对方如何能够为所欲
为？退后一步说，即使企业、品牌出现了诚
信、质量等方面的某些瑕疵或纰漏，直面问
题，及时纠错，挽回不良影响，重拾社会信
任才是正道，花钱掩饰、“封口”“摆平”的规
避心理显然正中某些无良自媒体下怀。所
以，前脚抨击企业“恶意圈钱”，后脚收钱改
口 “亮点频频 ”，固然暴露出自媒体 “黑公
关”之恶，也清楚地说明“黑公关”“保护费”
灰色产业链的形成， 客观上是某些企业养
痈遗患、自食苦果。之所以这样说，绝非替
那些无良自媒体开脱、诿责，更不是说自媒
体“黑公关”理直气壮、情有可原，而是净化
网络环境、维护法治秩序，需要相关各方共
同树立网络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形成围追
堵截的格局。

与其给自媒体交“保护费”，不如自己撑
起诚信、法治“保护伞”。打“小九九”、走歪门
邪道，热衷通过自媒体“黑公关”息事宁人，
只会使企业陷于被动，“聪明反被聪明误”。

莫用“有关”作遁词 企业为啥给自媒体
乖乖交上“保护费”

谢晓刚

10月26日， 北京海淀法院案件播报称：“清华
大学总裁班” 同学发起设立的主题餐厅因经营不
善申请破产。注册资金为680万元的餐厅，目前账
户资金仅剩5000余元，负债300余万元。

看完新闻令人忍俊不禁，清华大学总裁班，按
理个个都是商业精英，或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在
常人看来，他们联手开个餐厅，只能说是“杀鸡用
牛刀”，有点大材小用。但世事难料，现实还真的出
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因经营不善，这家餐厅申请
破产已是既成事实。

当初, 众同学发起众筹开这家餐厅也许并非
为了挣钱，可能更多的是“玩一票”，就为方便日后
同学之间的联系。据了解，该公司注册资本680万
元, 34名股东人均认缴出资20万元,持股比例均为
2.94%。自2015年开业经营以来，餐厅便一直亏损，
期间多次调整经营模式，仍未能扭亏为盈。

尽管餐厅破产事件本身并不重大，充其量是一
则富有戏剧性的社会新闻，但给商业界的启示却并
不小。毕竟，商场如战场，不用心打理，血本无归的结
局就难以避免。34名精英合伙，每人出资相同，看似
公平公正，大家都是股东，但关键一点是忽视了主体
责任意识。商业精英们自然都不指望这个餐厅发家
致富，貌似人人平等，谁都说了算，但实际上谁也说
了不算，一家缺少经营主心骨，没有用心建立良好运
作机制的企业又能够走多远？在商一日，则须殚精竭
虑于市场风云，绝非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如此看
来，“清华总裁班”开的这家餐厅破产必非偶然。

之所以成为商业精英， 肯定有其独到经商门
道， 但万变不离其宗， 任何人都必须尊重商业规
律，它不会因为“清华总裁”之类的符号而改变。

祝建波

最近几天，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学院55
岁的讲师龚德才，因31年“专注教学，不评
职称”的经历被大量转发而走红。龚老师本
人回应说， 看到那么多学生肯定自己的教
学，“做30多年老师很值得”。

龚德才读大学时是公认的 “第一才
子”， 是最早的一批研究生，24岁即晋升讲
师，是当时湖南师大最年轻的讲师，但直至
今日，他仍然是一个讲师职称。从教多年，
无论是上课水平还是对学生的关心， 他都
是口碑最好的老师之一，更有趣的是，他目
前供职的湖南师大新闻学院所有的女教
授，无一例外都是他教过的学生。

不可否认，在当前职称体系中，论文有
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任何一种体系，就怕
“华山一条路”。无教学，何大学？“师者，所
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三尺讲台上，教授
知识、答疑解惑、培育英才，同样是教师的
天职。但以往教师评职称过于注重论文、专
著的多寡， 以至于许多有较强能力且兢兢
业业在教学一线工作一辈子的教师， 直至
退休却只能得到一个较低的职称， 不仅对

当事教师不公平， 也不利于鼓励教师到一
线工作， 更不利于在校园内形成脚踏实地
埋头教学的氛围。

就此而言，“最年长讲师” 龚德才老师
的淡定宽厚心态确实让人感佩。 但赞美之
余，有必要对职称改革迫切性加以反思。近
年来，教育部门也一再提出，深入推进高校
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考核评价制度改革，不
唯头衔、资历、论文作为评价依据，这也需
要更多高校做出呼应。

在这方面， 已经有星星点点的探索可
资借鉴 ：2016年 ，河南大学的 “三不 (不出
书、不写论文、不申报职称)老师”常萍在退
休3个月后，被学校返聘为副教授，继续为
本科生授课；没有论文但教学备受好评、自
1999年以来一直是副教授的56岁应用数学
系教师黄振友， 成为南京理工大学启动职
称评审改革后的第一位 “教学为主型”教
授。只是这样的大胆举措，还无法搅动整个
职称评定的大环境。

期待在这一轮职称改革的春风下，高
校都能“见贤思齐”，让更多像龚德才一样
的教学型老师“脱颖而出”，但愿今后不再
出现这类“最年长讲师”新闻！

为应对督察，要求污染企业集中停产一个月；“巧立”名目新建工程，只为让污水
直排口绕过国考断面逃避考核；整改方案照抄照搬，两张“雷同卷”写满敷衍……近
日，全国各地开展的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已完成督察反馈工作，揭开了
部分地方“花样百出”的假整改。

篮球场上的“假动作”是一种高超技术，可以起到进攻得分的好效果，但在环
保整改上玩这样的花招，显然是弄巧成拙，理应严格追查。 图/刘军 文/胡歌利

“最年长讲师”新闻的背后

清华“总裁”开不好
一家餐厅的启示

新闻漫画

严查环保整改中的“假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