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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华

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条例 》坚持问题导向 ，既
总结基层成功经验 ，更反思现实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制度设计层面
补短板 、堵漏洞 ，为更好地传承 “支
部建在连上 ”光荣传统提供了制度
支撑。

1927年9月“三湾改编”时，毛泽东
同志亲自在“红一连”建立党支部，并
发展了6名新党员， 初步确立了党对
军队的绝对领导。粟裕曾问毛泽东为
什么把支部建在连上， 毛泽东这样
回答：好钢用在刀刃上 ，连队是刀 ，

共产党员是钢。
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 处于党

的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全党400多
万个党支部，广泛分布在各地区、各
领域， 像神经网一样把8900多万名
党员，紧密团结在一起 。战争年代 ，
毛泽东同志把 “支部建在连上”，其
核心思想是从连队开始， 形成连有
支部、排有小组 、班有党员 ，保证党
的领导 “一竿子插到底 ”。进入新时
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一切
工作到支部 ”，也正是意在激活 “神
经末梢 ”，畅通 “毛细血管 ”，打通党
的组织体系的 “最后一公里 ”，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各地党支
部建设创新不断 ，“支部建在产业
链上 ”“支部建在网上 ”“支部建到
社区 、楼栋 ”……支部覆盖到各行
业 、各角落 。但也有一些地方的党
支部建设 “有形覆盖多 、有效覆盖
少 ”，存在虚化 、弱化 、边缘化的问
题 ： 有的党支部对党员教育管理
“弱化 ”， 组织生活不经常 、 不规
范 、不严肃 ，支部管不好党员 、党
员不信服支部 ，政治功能弱化 、组
织力丧失 ； 有的党支部作用发挥
“虚化 ”，存在重业务轻党建思想 ，
抓业务投入更多 、 抓党建精力不
足 ， 工作方法简单 、 活动形式单
一 ，党建工作往往是走走过场 、搞

搞形式 ；有的党支部工作方式 “边
缘化 ”，一些基层党组织出现 “空
转 ”现象 ，党务工作无人管 、组织
活动没人抓 ， 支部成了徒有虚名
的 “空壳子 ”。

“支部建在连上 ” 这一优良传
统 ，在风云激荡的今天更具时代价
值。进入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 ，更要
弘扬 “支部建在连上 ”光荣传统 ，不
仅把支部建在网上 、 建在楼上 、建
在产业上 ， 更要建在党员的心坎
上 ，建在群众的心坎上 ，发挥支部
教育党员 、监督党员 、管理党员 ，组
织群众 、宣传群众 、凝聚群众 、服务
群众作用 ，打造坚强的基层战斗堡
垒。

李金龙

最近一期的《半月谈》杂志披露：
在一些乡镇街道、村居社区，越来越
多的牌子悬挂在基层单位的墙上门
上，大大小小动辄几十块。不少群众
反映，这些地方只负责挂牌，却无相
应功能为百姓提供服务。由形式主义
催生的挂牌过泛过滥现象近年来有
加速蔓延迹象，“牌子满墙”成为基层
治理铲除不尽的“野草”。

挂牌子，是为了明确责任、抓好
工作，能更好地实现为民服务。因而，
挂合理的牌子、 适当挂牌子无可厚
非。但若为了考核评比、应付检查、评
优争先，而选择重复挂牌、多头挂牌，
那就背离了挂牌子的初衷、 本义。这
种“牌子满墙”的工作方式，不但不利
于工作的开展， 也容易滋生形式主
义，造成功能重复，影响基层办事的
效率， 降低了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尤须引起警惕。

“牌子满墙”折射出来的是不正
确的政绩观。有的领导干部和单位部
门，为了看得见的政绩，热衷于以挂
牌、挂制度、做展板等显性方式展现
工作，最终是形式大于内容。有的甚

至只想花钱挂牌子，不想花力气干活
计， 辛辛苦苦花精力成立的机构、上
墙的制度、挂墙的牌子没有发挥应有
的作用，终沦为摆设，既浪费资金，更
招致群众反感。

挂牌也好，不挂牌也罢，其核心
还在于为人民群众办好事。牌子挂得
太多，又没有为群众办好事，这样的
牌子不妨及早摘除。基层组织直接面
向群众，重在提供服务，群众需要什
么样的服务，群众对基层组织满意度
如何，他们最有发言权。实际工作中，
基层干部要少为牌子上墙费心，多为
群众办事上心，以亲民的态度，踏实
的作风，做实事、办好事。

铲除“牌子满墙”的形式主义“野
草”，是提高基层办事效率，优化基层
服务质量的要求，也是基层干部安心
干事的基本保障。一方面，要清理门
面，开展牌匾整治工作，对于“虚牌”
“无用牌”要及时摘除撤销，对于“多
牌”“重复牌”要精简合并，切实提高
牌匾的凝聚力和针对性。 另一方面，
要转变工作作风，对基层存在的台账
化、形式化等顽疾从严整治，营造真
抓实干、实事求是的良好氛围，给基
层“减负”，为服务提质。

欧阳金雨

这几天 ，网上冒出了一则 “扶
贫送老婆”的新闻：去年，广西某地
一位扶贫联系人帮助一位贫困户
解决了终身大事 ，前些日子 ，这家
人又添喜事 ，生了孩子 。这本是一
则充满温馨的故事，但某些网媒却
以 《广西扶贫有特色 ： 不送钱米
“送”老婆》《扶贫“送”老婆，也是拔
穷根》的标题转发，如此“演绎”，不
禁让人哑然失笑。

类似案例不是第一次出现 。
去年 ， 陕西一扶贫女干部与贫困
户 “闪婚 ”的新闻 ，也被一些低俗
媒体报道成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
好媳妇”。

还原新闻的本来面目就能发
现 ，“扶贫送老婆 ” 这等啼笑皆非
的标题背后 ，是某些自媒体 “标题
党 ”在从中作祟 ：故事的主人公并
非好吃懒做之人 ， 但因照顾病重
的亲人 ，50岁还单身 。帮扶联系人
得知情况后 ， 帮他牵线撮合了一
段好姻缘 。 扶贫工作中的一段佳
话 ，就被某些网媒作践糟蹋得 “面
目全非”。

“扶贫送老婆”之说，对扶贫干
部是一种伤害。有好事网友就在论
坛上发问：扶贫不仅送钱、送物，还
“送老婆 ”？事实上 ，扶贫从来就不

是直接给贫困群众送钱、 送物，扶
贫干部也不是无原则地迁就贫困
群众。 这本是不言自明的常识，却
遭网友质疑，扶贫干部也因此陷入
了舆论漩涡。

“扶贫送老婆 ”之说 ，给扶贫
工作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 一些贫
困乡村单身汉多 ， 根本原因是当
地经济发展有欠缺 ，落后闭塞 ，对
女性没有吸引力 。 扶贫重在扶志
与扶智 。让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 ，
让生活有奔头 ， 这才是解决终身
大事的根本 。“扶贫送老婆 ” 的说
法 ，让人感觉扶贫是来扶婚姻的 ，
这既不严肃 ， 更偏离了扶贫工作
的应有方向。

“扶贫送老婆”之说，还会造成
公众对贫困群众的误解。本来面对
贫困群众， 全社会都在汇聚力量、
倾力帮扶。“扶贫送老婆” 的说法，
可能会放大公众对贫困群众的质
疑 ：难道贫困群众如此 “懒惰 ”，连
老婆都要等靠要吗 ？事实上 ，贫困
群众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先脱贫
再脱单的事例比比皆是。

眼下脱贫攻坚正处关键期 ，
大 家 都 在 瞄 准 深 度 贫 困 打 持 久
战 、攻坚战 。一些网站 、自媒体不
能靠猎奇的 、 刺激的内容来谋求
关注 ， 这应该成为扶贫宣传中的
自觉 。

吴学安

智能摄像机、电视盒子、智能打
印机……如今我们身边充斥着许多
智能设备，但这些设备大多存在安全
隐患。有网络安全软件对50余个品牌
近200种不同机型产品进行抽样检测
与分析，发布了《典型IoT设备网络安
全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一些常见漏
洞可轻易导致IoT设备丧失控制权，
任人摆布，其中摄像头成为“最不安
全设备”。

如今，公共视频监控系统被普遍
应用， 成为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强
有力的手段。然而，任何技术手段都利
弊皆存，安防监控视频也不例外。一方
面，视频监控在保障公共安全、还原事
实真相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
面， 视频监控也因其单方的强制性动
辄侵犯公民的隐私， 因而又须予以严
格规制。 安全防范与隐私保护的平衡
一直伴随着视频安防监控的安装和使
用。尤其是近年来，因探头乱装滥用导

致的监控拍摄内容被随意传播到网
络，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再比
如，在发生权利受损需要调取监控时，
监控总是 “没有拍到” 或者 “一片模
糊”；更有甚者，个别地方的执法机关
将摄像头的安装和维护承包给企业，
由此引发不少执法乱象。

在大街小巷遍布探头的今天，对
公共场所安装监控摄像头进行统一
立法越发成为迫切需要。人们对于安
防监控可能伤及个人隐私的担忧并
非杞人忧天。因为随着监控视频探头
的安装场所日益扩大，公安机关的监
管难免鞭长莫及。公众对监控探头感
到恐慌还在于，监控探头对隐私的侵
犯往往无法局限在预先设定的范围
之内， 网络的病毒式传播防不胜防，
且一旦侵权后果无法挽回。这就要求
立法应着眼精细，而且应先管好安防
监控的管理者，再将管理责任、侵权
责任、程序救济、纠纷解决等无缝衔
接。唯其如此，安全防范与隐私保护
才可能在法治化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11月27日，国内首枚民营WiFi卫星正式亮相。
这颗卫星将于明年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乘长征系列火箭发射，

而整个卫星星座计划目标是在2026年为全球提供免费卫星网络。到时，
用户将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上搜索到相应区域覆盖的卫星网络，实
现一键上网。与现有的运营商网络相比，这一计划对目前地面网络尚未
覆盖的区域将更有帮助。 图/王铎 文/杨旺

弘扬“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 “上墙”不如“上心”

“扶贫送老婆”之说当休矣

“探头时代”需立法规制

新闻漫画

中国首枚民营WiFi卫星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