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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浩

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把共产党人
比作种子，把人民比作土地，强调我们
党只有同人民结合起来， 才能在人民
中间生根、开花。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 群众是最好
的老师， 党员干部只有坚持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多从群众中汲取养分，
才能根深叶茂。 与人民心连心、 同呼
吸、共命运，时刻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
土中，解决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享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 ”问题 ，对

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大排查、大检
修、大扫除，党员干部才能实现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能不能“向下扎根”，是判断党员干
部党性强弱、作风好坏的“试金石”，是
检验干群关系融洽与否的“风向标”，同
时也折射出了为官做人的态度和人生
价值的取向。在现实当中，一些党员干
部与群众“拉开了距离”，不愿意“向下
扎根”，只热衷于“向上攀登”———或眼
睛向上，跑上级、跑领导，就是不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或对群众不热情、不关心、
不爱护，对群众冷暖漠然视之，对群众

反映的问题置之不理；或把鱼水关系异
化为油水关系，对群众吃拿卡要，不给
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只
有每一个党员干部都 “向下扎根”，才
能保证党的事业根深叶茂。 这就需要
我们的党员干部， 要牢记手中的权力
是人民赋予的， 切实把群众冷暖忧愁
放在心上，扑下身子 、放下架子 ，到基
层扎根，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扎扎实
实地为群众办好事、解难事。

良好的作风不会与生俱来， 更不
会一蹴而就，刹“四风 ”还要善于抓住

“关键的少数”。这“关键的少数”，就是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其身正，不令而行”。各级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刹 “四风 ”，从自
身做起，从自身查起 ，从自身改起 ，尽
应尽之职，担该担之责，要求别人不做
的自己坚决不做，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
己首先做到。 只有领导干部带头摒弃
不良作风，带头弘扬优良作风，才能一
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 ，逐级抓落实 。
否则，光是一级说给一级听，对人不对
己，就只会 “言者谆谆 ，听者藐藐 ”，改
作风也会沦为空谈。

“向下扎根”才能根深叶茂 易凌翔

从事公益工作的张云明在网
上发布了一组图片，内容为云南丽
江永胜县东山乡东江小学学生用
江水泡饭。有网友表示，看到图的
瞬间就泪崩了。7月2日下午， 张云
明向记者表示， 图片被误读了，东
江小学执行了营养午餐计划，学生
接江水泡饭是生活习惯。东江小学
的海校长也表示， 学校烧有开水，
不少学生还是会接冷水喝。

坦白说，这些照片是很有视觉
冲击力的，小女孩、江水、泡饭……
引来围观是必然的事。很多网友接
受不了的是 “江水泡饭是生活习
惯”的解释，如果沿着“诛心论”的
逻辑走下去，更会引起很多愤然和
心酸。

可事实真相是，接江水泡饭确
实是生活习惯，东江小学执行了营
养午餐计划， 孩子们的午餐有米
饭，也有菜有肉。

在农村家庭，很多人直接饮用
河水、溪水，这就是一种习惯。东江
小学海校长称，学校准备了热水和

汤，这一点也是可信的，提供热水
和汤成本很低， 很难和克扣挂钩。
了解了这些，我们对“江水泡饭”是
一种习惯的说法，或许就会觉得不
是那么难以理解和接受了。

自小在农村长大的笔者，上学
时虽然学校有开水供应，但每次吃
完饭都要喝一通自来水。因为习惯
如此， 觉得开水既不解渴也不方
便。针对一些网友对“生活习惯”的
批评， 就有另一些网友揶揄说，不
懂得农村实际的网友恐怕是在温
室里面长大的。

当然，“江水泡饭” 是一种习
惯，但也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喝生
水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学校以及
教育部门有必要教育引导学生们
改掉这种习惯。

这件事情更值得商榷的一个
细节是，单单给在水龙头前接水的
小女孩的饭碗来个特写发到网上，
显然并不客观。 客观关注弱势群
体、如实记录社会现实，这是思考
并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 随手拍、
随手发应有基本边界，不能进行选
择性的剪辑处理。

且谈“江水泡饭”的习惯

胡艺

7月2日， 由武汉市治庸问责办主办
的电视问政首场节目中， 一段短片曝光
武汉市几位身穿交警制服人员， 在市区
执法时先将处罚单贴到违停车辆上，后
手持相机进行取证拍照。拍照后，交警竟
把处罚单撕下带走。 车主反映不知道违
规，也不知道违规行为已被交警罚款。

罚款，本是管理手段中的下策。贴
了罚单之后再拿走，更是设置了陷阱，
剥夺了被罚款人的知情权， 诱导被罚
款人掉进二次违规的“陷阱 ”中 。罚款
是为了教育警示违章司机， 不能为罚
而罚，更不能挖陷阱坑司机 ，如此 “请
君入瓮”，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样的滑稽不是孤例。据《南国早
报》7月3日报道，在靠近南宁大沙田广
场的五象大道上，有100多米长路段设
置有20多个划线泊车位。然而，近日有
不少车主在该处停车却屡屡被贴罚单。
原来，这些泊车位已被撤销，但车位线
依然清晰存在，“泊车位已撤销”的告示
牌更是很“隐蔽”地设立在人行天桥下

面，交警一日三次来此地贴罚单。
既然泊车位已被撤销， 就应该及

时将车位线铲除干净， 以免司机误认
为还可以停泊；既然设立了“泊车位已
撤销”的告示牌，就应该设立在最靠近
泊车位的醒目之处 ，而不是 “隐蔽 ”起
来。这样两点，再与“交警一日三次来
此地贴罚单”结合起来，“罚款执法”的
嫌疑已经呼之欲出。

交通违法处罚， 不能重罚轻管，更
不能为罚而罚，突破执法底线。否则，交
警部门的职能会因此严重弱化、 异化，
除了收到更多的罚款以外，对司机起不
到警示教育作用，对维护交通安全秩序
也没有什么好处。不仅损害了交警的形
象，也侵害了司机的合法权益，更给交
通秩序管理带来了公信力问题。

对于这类现象， 首先要规范城市
道路如何设立停车位， 如何处罚的问
题，不能“想设就设 、想罚就罚 ”，更不
能暗中处罚而不告知；其二，要斩断执
法经济链条， 严格执行罚没收入两条
线的规定， 取消将罚款数额作为考核
依据的规定。

刘运喜

北京工商学院官网显示，其注
册地址位于北京大酱坊胡同3号
院，但门卫介绍，该校早在5年前便
已停办。这所早已停办的“大学”，
官网直至目前仍在更新，并能接受
在线报名。

近日，一家网媒发布了《百所
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根据名单，
多数虚假大学冠名“中国”、“北京”
字样，如北京工商学院、中国民航
学院、中国邮电大学、中国师范大
学、中国电子科技学院、中国信息
科技学院、 中国传媒艺术学院、中
国工商行政管理学院等等。其中七
成“校址”标注为北京。业内人士介
绍，此类学校往往通过中介等渠道
招生，难以追责。

目前， 正值考生填报高校志愿
的关键时刻。对于一些“踩线”考生来
说，填报志愿，可能有点郁闷，有点犯
愁，更有点为难，也很容易被一些听
起来名字很响亮的假大学所忽悠。

北京工商学院之类的虚假大
学，为了达到骗人的目的，建立了所
谓的官网，名称一般都会在搜索引
擎中高频度出现，且绝大多数有百
度百科名片，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再
加上一些虚假的许诺，比如入学即
签订就业协议，安排到高薪企业就
业等，又具有极大的诱惑性。与此同
时，“踩线”考生无缘重点高校，也给
了骗子利用虚假大学行骗的机会。

考生填报高校志愿时，一定要
以教育部发布的《2013年具有普通
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
校名单》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发布
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上的学校名
单为依据。“假大学”一般利用网络
行骗，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网上招
生的高校。

北京工商学院是什么学院？就
是一骗人的东西。这类学校早已被
终止办学，但其“官网”至今正常运
转，甚至还在正常招生。考生和家长
一定要多长个心眼，认真核实真伪，
千万别让假大学误了孩子的前程。

7月1日，《邵阳日报》4版刊登邵阳
市二中高考喜报，称一本、二本上线人
数及上线率均居全市第一。次日，又刊
登邵阳市一中高考喜报，称一本、二本
上线率居市区第一。

———究竟谁是第一？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近日表决通过

了《深圳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

此规定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实施。这
是一部专门保护救助人权益的法规，
在中国尚属首例。

———“活雷锋”有了保护伞。
交警在福州台江区查到一名酒驾男

子，该男子竟称与喝酒的女友在宾馆里接
吻了10分钟，女友把酒精“传染”给他。经
过多次检测，男子最终承认了酒驾行为。

———这一吻，可算吻得天昏地暗。
点评：白小敏

根据目前正在审议的环保法修
正案草案规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将
限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每日
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中华环保
联合会采取企业、 个人两种会员方
式。企业会员又分5个级别，根据级别
不同， 每届分别缴纳1万-30万不等
的费用。在这些企业会员中，很多都
是曾被曝光的“污染大户”。

民间有句俗语，叫“吃人嘴短，拿
人手软”。在很多情况下，中华环保联
合会需要和污染企业唱“对台戏”，该
组织已经在进行公益诉讼的实践，且

正在修订的环保法将环境公益诉讼
主体只限定为中华环保联合会。如果
中华环保联合会把污染企业乃至“污
染大户”吸收为会员，向会员伸手要
钱，那么污染企业就成了中华环保联
合会的组成部分，就具有了参与甚至
决策相关事务的权力，中华环保联合
会还怎样起诉污染企业？

我们担心，“缴费入会”会成为污
染企业逃避环保公益诉讼的 “护身
符”；我们还担心，中华环保联合会有
可能以公益诉讼权迫使污染企业缴
费入会。 文/图 陶小莫

“先贴罚单再撕走”逼退执法底线 珍惜公益组织的生命线

北京工商学院是什么学院

■一句话评论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