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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精准扶贫进入最后攻坚

阶段， 乡村振兴的作用愈发凸显。
如何打通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的“关口”，观点版今起推出系列评
论，以浏阳市关口街道为样本解剖
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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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毛

按照“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既定安排， 第二批主题教育
三个月之期即将结束， 也就意味着
主题教育进入收尾期。

从第一批主题教育到第二批主
题教育，期间历时六个月，全省各地
各单位围绕“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等环节认真
学习、扎实整改。 可以说，主题教育
带来了新变化、新气象、新风尚 ，为
实现高质量发展增添着不竭动能。

事实证明， 主题教育是党内教
育的有效载体， 主题教育尽管有时
间上的节点， 但党员干部的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
等没有休止符。 主题教育收尾不收
场， 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继续保持昂
扬斗志，巩固主题教育成果，走得更
远、走得更稳。

不可否认， 有少数党员干部把
参与主题教育当成 “闯关 ”，在主题
教育期间掐着手指头 “数日子”，巴
不得三个月快点过。 他们觉得主题
教育要求严、标准高，认为主题教育
结束了就可以缓缓气、歇歇脚。更有

甚者，刚进入收尾期就放松了自我、
降低了要求， 以致好不容易积累的
主题教育成果没能转化为干事创业
的强大动力。

主题教育期间查摆的问题， 有的
需要久久为功、紧盯不放，形成有效举
措、建章立制才能改到位、改彻底。 从
这点出发，主题教育有时间节点，但主
题教育的任务不能欠账， 该补课的还
得继续补课。

何况，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
个人今天革新、提升了，不代表明天不
会落后、落伍；一个地方暂时领先、先
进了，也许来日就出现了问题、遇到了
麻烦。没有一劳永逸的成功，也没有一
蹴而就的事业。某种意义上，主题教育
有时间定格， 而干事创业、 为人民服
务、改进作风是没有止境的。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提出 ，“自觉尊崇制度 、
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 当
前， 应进一步为坚持开展严格的党
内教育提供制度遵循和支撑引擎 ，
从而让广大党员干部时时刻刻永葆
初心情怀、砥砺使命担当，始终保持
先进性纯洁性， 使主题教育成果成
效更加鲜明、显著。

萧仲文

有媒体记者在多个省份的基层
调研采访中发现， 不少基层干部面对
提问时， 常常出现欲言又止、 闪烁其
词、转弯抹角，不愿谈、不愿多谈、不愿
真谈等“难讲真话”怪象。 这种现象不
利于摸清基层真实情况， 不利于摸准
问题的真正症结， 甚至导致调研内容
失真、走形、不完整，结果可能是“藏了
真话，坏了作风，堵了言路”。

基层干部“难讲真话”背后，表面
上看是一些地方 “报喜不报忧” 的心
理，只愿宣传成绩，害怕问题暴露，因
而对媒体有戒惧心理。 但深层次原因
是基层干部考核罚多奖少、 动辄得咎
的环境使然。

这种局面， 与基层管理权力失衡
分不开。基层要害部门的领导，往往决
定着基层干部的仕途升迁。因此，基层
干部发言被领导打断、 反映不正之风
被转移话题、 结合遭遇谈问题被插话
说成“个别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基层“难讲真话”的根子在短视政
绩思维。 基层选人用人长期罚多奖少，
让基层干部履职尽责如履薄冰， 在新
闻媒体的调查面前， 谁敢拿命运当儿
戏？ 事实上，个别上级领导以“为了你
好”“为了本地好” 的借口劝诫基层干
部注意发言分寸， 实际上是用权力掩
盖问题、堵塞忠言诤语。

对 “讲真话 ”的基层干部 ，一些
领导拿讲政治、 讲规矩、 讲纪律说
事， 实质上是着眼于领导的个人政
绩得失。 现实生活中，以政治之名堵
塞言路，正是少数能力不足、站位不
高的领导常用的套路，长此以往，容
易让基层滋生附庸风雅、 溜须拍马
的“圈层”。

基层干部的忧虑，除了“说了不
管用”的失望，归根结底是现实考量
后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改变这种
局面，须让“人治”沐浴法治阳光，赋
予基层干部更多的 “自由发言权”，
并配上容错纠错机制。 如此，敢讲真
话、创新实干才能蔚然成风。

木须虫

11月22日，教育部发布《中小
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
见稿）》，提出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
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
职权，实施教育惩戒应遵循育人为
本、合法合规、过罚适当、保障安全
的原则，并拟明确一般惩戒、较重
惩戒、严重惩戒等具体内容。

惩戒有度才能教育有方。 相
对于承认教育惩戒的合法性、必
要性以及简单赋予学校及老师对
学生教育管理的惩戒权， 制定相
应的惩戒规则无疑是重要而关键
的， 这有助于教育惩戒从权力治
理走向规则治理， 更好厘清惩戒
手段在教育管理实务运用中可能
衍生出的种种是非恩怨。

对于未成年人，既不能过度保
护，更不能纵容，惩戒教育不可或
缺。 制定教育惩戒规则，明确学生
违反纪律规定会受到哪些惩罚、付
出哪些代价，让学生有起码的规则
敬畏，无论之于制度文明还是之于
育人，都是重要的完善。 教育惩戒

规则是学生遵纪守法规则的延续，
须确保规则公平、 可实施度强，否
则规则就会形同虚设。

教育惩戒客观来说是一种职
业权力， 既然是权力， 就得遵循
“法无授权不可为” 的基本准则，
即要有清晰明确的依据、 应当履
职的程序以及限制自由裁量的行
为规则等等。 比如长期以来教师
惩戒学生动辄掉入 “体罚” 的争
议， 其根本原因在于让教师集规
则制定者、执行者等角色于一身，
陷入“于理需要而于法又无据”的
尴尬。 所以，应明确学校和教师合
理又合法的惩戒手段运用清单，
划出“不能为”的界线，让惩戒权
力在安全区内运行———这对学生
与教师都是必要的保护。

正确认识教育惩戒权力规范
的必要性，是进一步完善、细化教
育惩戒规则并最终形成体系的基
本前提。 对此，除了广泛征求意见
之外， 还需要引导社会各界理性
看待教育惩戒、寻求理性共识，并
逐步将这些共识法治化， 变成学
生、教师以及社会的共同遵循。

� � � �近日，两名医生在飞机上救助急症老人一事持续引发关注。 医生张红因用嘴为急
症老人吸尿液37分钟被网友评价为“医者仁心”，但也有个别网友认为医生是在作秀。

11月22日，张红在微博上公开回应此事，明确否认“作秀”一说：因为救助行
为有失败、导致并发症、自己感染不治之症等风险，如果是作秀的话性价比太低，
“这买卖太不值了，巴菲特都不会干”。

动辄用质疑的眼光看待身边的美好，只会伤害善心大爱。 只有挤压这类阴暗
心理，才能放大凡人善举成长的空间。 文/朱忠保 图/朱慧卿

主题教育收尾不收场

基层“难讲真话”是形式主义作祟

为惩戒教育铺设法治轨道
疑“吸尿”救人是“作秀”，

是对善举的伤害

瞄准市场，找准产业发展的衔接点
———如何打通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关口”①

新闻漫画

邹晨莹

实现两大战略的有机衔接 ，就
要找好产业发展衔接点。

每天清晨， 浏阳市关口街道炭
棚村的贫困户们将采摘好的黄瓜 、
茄子、四季豆等蔬菜装袋，等待扶贫
工作队前来收购； 地里生长的黄瓜
还未采摘 ， 就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
“不用再为蔬菜销售发愁”， 有赖于

浏阳市关口街道精准对接特色 ，紧
扣“优势”做文章。 前不久举行的农
博会上，众多品牌农产品参展推介，
“浏阳蔬菜 ”就名列其中 ，说明因地
制宜地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
业， 始终是赢得市场竞争的制胜之
道。

突出特色、做强优势，说起来容
易，但做起来并不简单。 从田间地头
看， 当前农业生产主要矛盾已经由
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 主要
表现为大路货较多，优质品种少。 从
居民餐桌看， 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品
种和品质有了更高要求。 要做到人
有我优、 人优我精， 而不是一哄而
上、 盲目发展， 更要避免陷入同质
化、低水平竞争。

走进关口街道炭棚村， 映入眼
帘的是大片荒田重焕生机。 这与当

地发起的“开心农场”密不可分。 “开
心农场”跳出一般农业经营模式，发
展的是精品休闲农业———消费者认
租后，平日托周围贫困户管理，假日
则可现场参加劳动、亲近自然、体验
农趣。 其实，“开心农场”并不是新鲜
事物， 难得的是炭棚村并非单一发
展 “开心农场 ”，而是与周围的蔬菜
大棚规模种植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盯紧不同的目标市场， 用特色和品
质重新定位产业扶贫的未来。

特色， 还来自于对市场的深度挖
掘，对需求的高度敏感。目前脱贫攻坚
中的产业扶贫， 在市场论证上做得不
够充分，一窝蜂上一个产业，最后恐难
逃“谷贱伤农”的后果：有的年份市场
供应量大，菜卖不起价，有的年份市场
供不应求， 出现类似 “姜你军”“蒜你
狠”的疯涨。而在炭棚村，通过“开心农

场”的订单跟踪，辅之以大数据分析、
电商平台支持等增加些 “商业嗅觉”，
贫困户“近在咫尺”地随时了解市场、
灵活调整种植。

那种“富了老板穷了老乡”的产业
兴旺，绝不是乡村振兴需要的兴旺。什
么样的“利益联结机制”才是健康的、
值得鼓励的？ 从关口街道的实践中可
以发现， 贫困户通过帮助认租客打理
稻田，可获得工资收入；通过大棚蔬菜
种植，可提高自身本领；通过学习市场
应对，可对消费需求更为敏感。由此观
之，构建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才能确
保脱贫不返贫， 持续增强低收入农户
的内生发展动力： 不仅要选准结合地
方实际、发展前景看好的特色产业，及
时把新技术教给他们、教会他们，更要
让贫困农户提升市场意识， 具备应对
市场变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