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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

吴旭

近日，媒体报道了一位“办公室
随时向群众敞开”的基层干部———他
就是茶陵县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
长杨军。杨军从乡镇走来，担任过县
扶贫办主任，曾被评为“湖南省最美
扶贫人物”。今年6月，他又被评为第
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他在
办公室时从不关门， 随时向群众敞
开。对群众的诉求，他能当场解决的
就当场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就记下
来，再尽快研究解决。

“办公室随时向群众敞开”，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却难。君不见，有的党政领
导干部、部门负责人办公室的门不仅很
少敞开，且常常“千呼万唤不出来”。当
群众遇到急事难事， 想见一面相关领
导，却时常被当作是“找茬”，不仅有保
安门卫“把守”，还有办公室人员“把关”，
层层“设防”，着实让人望门兴叹。

当下， 广大群众忙于就业创业、
脱贫攻坚，不到情急之下、万不得已，
一般不会惊扰政府。领导干部、部门
负责人在忙公务的同时，敞开办公室
大门听听群众的心声， 又有何不可？

况且，办公室是办公场所，如今都在
倡导党务政务公开，所以，办公室向
不向群众敞开，关键是看党员干部心
中有没有装着群众，有没有把群众的
安危冷暖挂在心上。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干部下
基层走访、 到群众中去， 是走群众路
线；“办公室随时向群众敞开” 也是践
行群众路线。 它既能成为听取呼声意
愿、征求工作意见建议、密切联系群众
的“窗口”和平台，又可展示领导干部
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形象，有利于
改进机关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

无论是干部“下”到基层，还是群
众“上”到干部办公室，只有保持密切
“往来”，干群关系才能更加融洽和谐，
党群干群的鱼水之情才会越来越浓。

“办公室随时向群众敞开”，党心
和民心就能紧紧连在一起。习近平总
书记曾强调，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
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
中脑中。党中央、中央政治局作出了
表率， 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的办公大
楼、办公室也要直通人民群众。这也
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应有之义。

吴俊

湖南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
厅近日印发 《促进人才向基层流动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基层灵活
运用双向兼职、 联合聘用、 技术入
股、 退休返聘和在线教育、 智慧医
疗、远程农业等形式柔性引才用才。

细细琢磨这些举措， 感觉颇有
新意。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如何突破
地域、编制 、身份 、人事关系等刚性
约束？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应如何
体现“使用弹性 、管理软性 、服务个
性”的原则 ？与其硬拼 “求所有 ”，不
如智取“求所用”———柔性引才有时
候更能瞄准基层的 “痛点 ”，更能体
现“靶向”效果。

事实上， 不少地方在柔性引才
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
比如， 海南三亚对来当地季节性休
养、生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或专门
技能的人才，通过顾问指导、短期兼
职等多种方式， 使其在不改变原有
人事、档案 、户籍 、社保等关系前提
下为三亚服务。浙江庆元县推出“星

期天工程师”制度，不改变原单位人
事关系，通过项目引进 、合作引进 、
兼职引进等方式， 引导人才利用节
假日、 周末或业余时间来庆元开展
创新服务， 有效破解了当地人才资
源不足问题。

在我省一些地方， 柔性引才工
作也受益颇丰： 泸溪县在柔性引才
中大打乡情牌， 一是采用企业与外
部专家合作形式，聘用指导顾问；二
是采用兼职工作模式， 引导高层次
人才到企业兼职； 三是发挥中介服
务作用，吸引“候鸟 ”人才 。如此 ，既
让人才有回报家乡的成就感， 又给
予了他们施展才能的舞台。

此次我省在柔性引才方面推出
的措施非常详细，比如关于科技专家
服务团服务报酬、“银龄讲学计划”、
县域“医共体”改革、农业科技人员以
科技入股农村龙头企业等举措，操作
性也很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
所在，但求所为。期待通过实施柔性
引才政策，能更好满足各领域对于人
才的多元化需求、 发挥人才集聚效
应，不断激发基层活力。

陆仁忠

日前， 经黑龙江省纪委常委会
会议审议并报黑龙江省委批准 ，决
定给予伊春市原副市长、 公安局局
长李伟东开除党籍处分， 按规定取
消其享受的待遇； 收缴其违纪违法
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随案
移送。而据公开资料显示，李伟东于
2016年3月退休，至今已有三年多。

退休三年仍被查， 在全面从严
治党不断纵深推进的当下， 确实算
不上是新鲜事。 每一宗此类案例的
通报，都是对党员干部的一次警示：
以往“退休即安全”的想法早已行不
通，只要胆敢逾越党纪国法的底线，
终身追责必会让违纪者付出惨重代
价。

有位即有责。 党员干部踏入仕
途、手握公权，肩上便扛起了组织和
人民的嘱托、信任，也必须承担起公
权力所赋予的神圣职责。 党员干部

应该当好人民的 “勤务员 ”，努力为
人民谋幸福， 而不是把公权力当作
自己徇私的 “工具 ”，做着 “一边当
官、一边发财 ”的美梦 ，为公权力寻
租、让公权力出轨。

有的干部自认为手段高明 ，可
以瞒天过海、躲避追查。可古话说得
好，“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做
过的事就会有迹可查。 如果把公权
力用在 “歪途 ”，必将受到党纪国法
的严惩，即使在任时没被查出，退休
仍进不了 “保险箱 ”，在党纪国法面
前，没有什么既往不咎、一笔勾销。

退休是人生的新起点， 但绝不
是人生的分割点， 执纪问责永远没
有“退休”一说。犯过的错误、干过的
违纪事情，终须给出“说法”。若真想
“平安着陆 ”，唯有常怀人走 “查 ”不
凉的敬畏，让党纪国法入脑入心，始
终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
己，不违规、不逾矩，守好初心使命、
奋力担当作为，才能清白退休、安享
退休生活。

杨玉龙

8月1日， 人社部官网发布
《法定年节假日等休假相关标
准》（以下简称《标准》），对包括
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年休假、探
亲假、 婚丧假等五类休假标准
予以明确。

虽然这份《标准》的出台，意
味着今后放假不仅有法可依 ，
还有了更为具体的标准， 但公
众最为期待的是法律规定及相
关标准能够真正落地。 因此，一
些网友吐槽：“规定是规定，但是
企业不执行，有什么用！”

的确，假难休，标准再细也
只是一纸空文。 以人们最为熟
知的休息日为例。国务院令（第
174号）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 星期
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 企业
和不能实行前款规定的统一工
作时间的事业单位， 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周休息日 。
就现实而言， 双休日制在一些
企业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 ，双
休日还是一种“奢侈品”，一个月
休2、3天较为普遍。再比如，我国
《劳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带
薪年休假制度”， 不过在一些地

方依然是 “口惠而实不至”, 职
工不敢休、不能休较为常见。

当法定福利只是看上去很
美时，不仅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事业发展。如果企业忽视劳动者
休息权，甚至靠超强度连续作战
赢得效益，这未尝不是发展观的
错位。事实上，劳动者休息不好
甚至在过大压力下工作，轻则会
导致其不在状态或产生反感心
理，重则极有可能为安全事故埋
下隐患。

所以，“休假标准”真正落地
最重要。这仅靠用人单位的自觉
很难奏效， 需要强化监管与执
法。劳动保障部门应加强执法监
督，对于侵害劳动者休假权的用
人单位，须拿出切实可行的惩治
措施。

劳动者也应明晰自己的休
假权利， 增强自身维权意识。比
如，婚丧假为1天至3天，根据路
程远近给路程假； 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未
婚探望父母每年20天， 已婚每4
年一次20天……这些都有法律
依据。 如果用人单位不予落实，
劳动者一味忍让，只会让《标准》
形同虚设。

“小偷来偷我的西瓜， 我还得倒
赔300块钱，你说我亏不亏、冤不冤。”
近日，河南鹤壁淇县瓜农庞某 ，追赶
偷自己西瓜的小偷时，两个偷瓜者摔
倒受伤，民警出警后现场调解 ，让庞
某赔偿两人300元。 这桩有些荒唐的
新闻一出，引发网友关注吐槽。

这种“和稀泥”式的执法，混淆了
基本的是非观， 导致守法者遭殃、作

恶者得利， 严重损害了法治环境。相
关部门应引以为戒，在执法过程中辨
明是非，妥善定分止争 。如此才能强
化 “正能胜邪 ，邪不压正 ”的公序良
俗，形成人人向善的社会风气。

值得点赞的是，当地执法机关顺
应民意，迅速纠偏了这种“和稀泥”式
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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