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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文

前不久，《中国纪检监察》 杂志刊登了这样
一则真实案例： 河北省邢台市委农工委小康办
主任姜国，多次借外出考察之机到景区游玩，并
采取巧立名目等弄虚作假手段。 该市委农工委
副书记李彩霞在明知其考察行程中包含旅游项
目的情况下，仍然签字同意报账，特别是在组织
接到群众举报查办此事时， 她仍以假护假的方
法，一再帮助打“掩护”，对抗组织审查。随后，李
彩霞和姜国双双受到邢台市纪委的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当地干部群众对这种既打击造假者，又
惩处护假人的双管齐下的治假方法很是赞赏。

造假与护假是一对孪生兄弟。护假包庇造
假，造假依靠护假。如果说掩盖事实真相是一
种造假行为的话， 那么阻挠事实真相披露，就

是一种护假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同
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蚂蚱。

大量事实证明，无论是政治领域里颠倒是非
或混淆黑白的作假事件，还是经济工作中指鹿为
马和无中生有的造假案例，都是一个复杂的“社
会工程”。往往不是造假者一个人能够完成，而是
要有一帮护假人合谋操作才能得逞。以干部的学
历造假为例，看起来好似简单的“一张纸”，却需
要颁发学校和公安部门、档案管理部门、组织人
事部门等各个方面参与其中并帮助护假才能完
成。如果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一个人敢于较真
和揭穿假象的话，那么学历造假就难以“如愿以
偿”。臭名昭著的“五假干部”卢恩光，由一名私营
企业主爬上副部级领导干部的“宝座”，经过了长
达20多年的造假，这期间造假的行为不是一次两
次，造假的时间也不是一天两天，组织上对其档

案审查更不是一轮两轮，但卢恩光之所以能够次
次波澜不惊地“顺利通关”和件件得心应手地“瞒
天过海”， 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批护假人为
其出谋划策、四处张罗和左右逢源、上下攻关。报
载卢恩光东窗事发后，牵涉到为其金蝉脱壳护假
和荒诞升迁铺路的不同层级干部就有20多名，就
是他们在收受卢恩光贿赂之后，或主动为其护假
或在事实真相面前甘当“睁眼瞎”。试想，如果没
有这些护假人的推波助澜和助纣为虐，那么卢恩
光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如此“游刃有余”。

笔者认为， 要刹住各种花样的造假乱象，既
要铁面无情地打击形形色色的造假者，彻查他们
惯用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卑鄙伎俩，也要毫不手软
地惩处与造假者如影随形的大大小小的护假人，
彻查监督管理中的各种漏洞，从而让护假人与造
假者一样都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沉重代价。

朱永华

1200多万人在线申请退押金，绵延数
百米的队伍排在了北京总部门口，创始人
成为追债的对象，这几天，曾经风光无限
的“ofo”小黄车恐怕被市场的大锤一下打
蒙了。“ofo” 过山车般的遭遇着实让人扼
腕兴叹，而令大众更为忧虑的是，给业态
创新带来亮点、形成“风口”的共享经济 ,
可能因这次事件而蒙上阴影。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ofo”
平地起高楼 ， 站上共享经济的风口 ，是
顺应时势之举。 因经营不善， 资金链断
裂， 以至于兵败如山倒， 也自有其内在
理由。

接受既成的事实， 承担该承担的责
任， 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 但因此而否
定业态发展潮流，看衰共享经济的前景 ,
同样是非理性的 。 乘互联网发展的东
风， 共享经济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 ， 也给公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
利。 可以说谁抓住了共享经济， 谁就抓
住了机会， 抓住了财富。 但如果据此认
为 ，谁搭上了车 ，就一定能到达终点 ，那
就是思维上的幼稚。 因为， 无论是共享
产品的创造、 共享平台的创建还是整个

共享经济的未来， 必须用理性来悉心维
护。

纵览 “ofo”等的浮沉起落 ，非理性因
素难辞其咎。当“共享经济”被推上风口之
际，资本的狂热追捧，让共享单车企业的
创始人和管理者也陷入了某种癫狂当中，
他们在资本的推动下一路狂奔，但是却忽
视了管理、运营、维护，结果因为车辆遭遇
损毁，导致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一旦出现
突变因素，局面迅速失控，大量的共享单
车被拉到停车场日晒雨淋， 变成废铁，背
后则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企业的巨大损
失。

这种非理性因素，同样来自用户。一
些人享受了便利而不懂得爱护， 乱停乱
放， 甚至据为己有， 说是素质差一点不
过分 。此外 ，作为对口职能部门 ，应该是
引导者、 监控者， 一个新兴行业出现如
此大的震荡， 岂非理性认识和有效应对
不足？

对于共享经济的这场突变，我们不应
该只是“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的
喟叹。资本、企业、民众、监管者的集体反
思才是正道。“小黄车”并非不可能东山再
起，共享经济的未来还在，漫漫前路需要
沉稳的理性陪护。

李云才

在工业化、城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作为
几千年中华文明传承载体的农耕文化，正遇到
前所未有的挑战。

有研究表明,从2004年至2010年间，我国传
统村落平均每年递减7.3%， 每天消亡1.6个；生
物物种加速消亡 ,据估计 ，目前我国的野生生
物物种正以每天一个的速度走向濒危甚至灭
绝， 还有大量生物物种通过各种途径流失海
外；传统耕种方式加速消亡 ,机械代替人力是
科技进步的结果，但几千年“有机农业”的智慧
与时间同逝；传统技艺加速消亡 ,传统的手工

工匠急剧减少 ,大量民间手工艺，因保护乏力、
后继无人等问题，只能以文字和影像的形式躺
在非遗名录里。

2018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指出：“切实保护好
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
适度利用。 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
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为保护
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因此，在实施乡村振
兴的国家战略中应构建有效载体传承和光大传
统农耕文化, 使之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

统筹谋划乡村文化振兴，以文化振兴为载

体，弘扬乡村文化特色 ;保护传统自然村落，以
民居民俗为载体，弘扬“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
观； 保护古树、古木、古村遗迹，以生态文明为
载体， 弘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
护地理标志品牌，以产业为基础和载体，弘扬
区域特色产业文化；保护非遗文化，以乡间无
形“奇、特、美”为载体，弘扬农艺工匠精神;保护
农耕文化的创造精神，以节庆为载体，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保护涉农企业优秀文化
的成长，以人才培养为载体，弘扬宁静守制的
乡村人文生态。此外，要制定出城乡一体的公
共服务制度，实现城乡一体的公共基础和社会
保障体系 , 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 爱农村、
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创造条件。真正让农
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张西流

23日，《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修正案草案》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草案一审稿包
含的主要内容包括缩小土地征收范围 ，
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
机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探索宅
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等， 以推动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依法进行 ，为 “农地入市 ”
扫清法律障碍。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农村空置宅基地
有3000万亩，相当于目前所有城市建成区
的37%，比城市目前所有的住宅用地的总
量还多。因此，拿出一小部分农村空置的
宅基地转为城市居住用地，可以大幅度降
低地价，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过去一些县级
政府受“土地财政”的驱使，打着推进城镇
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旗号，擅自改变土地
用途，大量侵占农业用地，不惜驱赶农民
“洗脚上楼”，当无地可耕的“楼主”。这显
然与中央精神和新土地法背道而驰。有的
地方借建农村社区之名，让农民交出宅基

地和耕地，给城里的工厂或开发商挪窝腾
地。

问题是，农民无福消受这别墅式的小
洋楼 ，更过不惯这 “洗脚上楼 ”的悠闲日
子。当农民“被城市化”后，耕地离住地远
了、农具无处放了，这些问题还可以克服，
至少他们还有地可耕。关键是那些失地的
农民，占了他们的耕地，就等于端了他们
赖以生存的“饭碗”。一方面，给农民的征
地补偿明显偏少，使他们无法利用补偿开
辟新的创业门路；另一方面，对农民的安
置仅限于将他们“请”上洋楼，无法解决在
城镇入户问题，也无法给他们提供城镇居
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农民无地
可耕，无工可做。

可见，推进“农地入市”，需规避“楼市
入村”。首先，不能逾越耕地红线，不能侵
占农民的土地资本，在细化管理制度的同
时，防止农村土地“非农化”“非粮化”，规
避农民“被城市化”。特别是不能以侵占耕
地逼农民“洗脚上楼”、损害农民土地权益
为代价。毕竟，我国既是人口大国，也是农
业大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需要更多新
一代农民安心从事粮食生产。

“在我们（体检）行业，存在着真体检和假
体检的问题。有些同行会用护士假冒医生去看
超声，也有些同行抽了血都不做检测，把血倒
掉直接给结果。” 这是爱康国宾董事长张某此
前在某活动现场上发表的演讲内容。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最近，爱康国宾董事
长张某自己竟然也被曝出体检报告与实际结
果不符的情况。董事长曝黑幕却“炸到”自己，
说明行业监管中任何自律和道德标榜作用有
限，严密的制度监管一刻也不能松懈。

漫画/王铎 文/怀沙

既要打击造假者，也要惩治护假人

振兴乡村更应保护优秀农耕文化

理性呵护“共享经济”的未来

“农地入市”需规避“楼市入村”

新闻漫画

董事长曝黑幕
“炸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