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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孺

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分别听
取联系点省区教育实践活动总体情
况汇报。常委们指出，要加强作风建
设制度机制创新， 强化制度规范的
执行力， 使各级领导干部从心底里
把党规党纪当成高压线、警戒线，对
违规违纪行为 “零容忍 ”，使规章制
度真正起到防火墙、防波堤的作用。
（12月16日《人民日报》）

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处于收尾
阶段，各项收尾工作做得如何、效果

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第一批活动的成
效， 也会影响第二批活动的顺利开
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等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在这一关键节点强调
“零容忍”，这是对抓好第一批活动收
尾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衡量第
一批活动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准。

过去一年里，中央连出“重拳”，
从八项规定， 六项禁令， 清退会员
卡 ，停建楼堂馆所 ，中秋国庆禁令 ，
狠刹会议费支出， 到近日严禁年货
节礼 ，条条禁令都因 “零容忍 ”落到
实处，收到较好成效。

当前，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越是往后，越要
坚持标准、狠抓落实。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
题有没有切实解决？文山会海、检查
评比泛滥现象有没有遏制？ 公款送
礼、公款吃喝、奢侈浪费之风有没有
破除 ？吃拿卡要 、与民争利 、侵害群
众利益等问题有没有查处？ 紧紧抓
住“四风”不放，已经纠治的防反弹，
承诺解决的快兑现， 深层次问题敢
触及，新出现的问题不放过，才能实
现作风的根本好转。把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具体问题整改了，
才能说群众路线贯彻了， 整改成效

也才会让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
“零容忍”，既是一条带电的“高压

线”，也是一条落实规章制度的“保障
线”。不久前，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了全
面深化改革的蓝图， 但要贯彻落实好
各项改革， 离不开好的作风和精神状
态，缺不了“零容忍”的底线。否则，已经
渐渐褪去的歪风邪气就会“逆袭”，一些
偷奸耍滑、阳奉阴违、不作为和乱作为
的干部就会成为改革的“绊脚石”。

于此而言， 教育实践活动有期
限，但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零容忍” 必须
一直坚持贯彻下去！

“零容忍”确保整改成效令群众满意 徐刚

近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
议指出， 城镇化要体现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
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
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12月15日《湖南日报》）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
乡愁 ”，这是公众的一种期待 。当这
种期待被正式写入中央城镇化的规
划文件， 公众的期待就变成了政府
的决策。“记得住乡愁”，不仅是一个
诗意的句子， 更是民意在政府决策
里的诗意呈现。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必然产物， 也是中国社会未
来的发展趋势。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11年 ， 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1.27%。然而，当下城镇化的探索也
出现了一些误区。 有的地方热衷于
圈地盖楼，“土地城镇化”大步向前，
人口城镇化却裹足不前。 这种光鲜
的 “水泥城镇化 ”，带来了亮丽的政

绩单。但，城镇新市民的幸福指数并
没有随着高楼同步 “生长 ”。这样的
城镇化道路，显然不是官方所想，百
姓所愿。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最大特点，就
是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不以牺牲环
境和耕地为代价。正因如此，我们才
看到了诸如 “慎砍树 、不填湖 、少拆
房”的理性表达。这些直白的提法，恰
恰说明了政府对于过去推进城镇化
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反思，同时也为新
型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变
市民，也不是平房变楼房，它要求既
要融入现代元素，又要保护和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既要让群众生活更加舒
适，又要延续农村历史文脉。这是一
个需要户籍、土地、社保、环保等多个
部门互相配合的系统工程，也是对建
设者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新型城镇化的美好布局， 已经
展开。期待着不久的将来，每一座城
市，都能够让建设者“诗意地栖居”、
“幸福地生活”。

文白石

群众直接对话厅长， 民生难题尖锐
发问。日前，由湖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的 《电
视问政》，在湖南经视犀利开问。（12月13
日《湖南日报》）

市民 “考官” 毫不客气地逼问、“应
考”干部脸上直冒汗珠，这富有冲击力的
一幕幕，通过直播镜头传到千家万户，搭
建起一个百姓参与、官民互动的考场。

与网络问政等方式相比，电视问政的
可贵之处，就在于其“可视”性。它用生动
公开的现场互动代替空洞冰冷的文件回
复，营造出一种新的政治生态。通过电视
荧屏，领导干部“考生”与人民群众“考官”
的“短兵相接”瞬间传到千家万户。领导干
部的态度是真诚还是敷衍，对工作是熟悉
还是陌生，对群众所提问题的回答是瞎编
还是正解，群众心中都有一杆秤。

在这种荧屏“聚光灯”下 ，领导干部
大都不敢有丝毫“怠慢”。毕竟，如果 “台
下”工作不够扎实，一旦走上台来就会面
露尴尬，或如坐针毡，或直冒冷汗，相信

这种场面是任何领导干部都不愿意看到
的。而领导干部要想回答好群众的提问，
要想在台上少冒汗、 不出丑， 就必须在
“台下”下功夫，把“底盘”练扎实，从而倒
逼他们平时主动“下深水”、重作为。

电视问政可能会问出领导干部一身
汗、一脸窘，也会唤起群众的参政议政热
情，增进对政府工作的了解与理解，掀起
干群的“头脑风暴”去破解难题 。这既有
助于提升政府形象， 更拉近政府与百姓
的距离， 让群众对事关切身利益的问题
有了知情权和话语权。 这不仅是工作方
式的创新，更是对群众权益的尊重。

诚然，电视问政不单是“现场题”，其
“可视”也不应仅体现在问政现场 ，更应
在场外。如果只是场上流汗 、场外逍遥 ，
那么电视问政难免成为一场政治秀 ，成
为一个“T型台”，热热闹闹走过场而已，
群众只会越问越失望。 这就需要电视问
政上演“续集”，做到问政事后有结果、问
后有回复，整改效果看得见 、摸得着 。毕
竟，只有效果“可视”，群众才觉可信。

期待湖南电视问政能真正 “可视”，
不仅在“场上”，更要在“场外”。

敬校舜

近日， 湖南邵阳市委书记郭光
文在全市组织工作会议上讲了一个
“酣畅三问”的故事，令人深思。

故事是这样的： 宋朝著名词人
张孝祥，绍兴二十四年举进士第一，
上疏请昭雪岳飞，为秦桧所忌。其好
友劝其不该如此锋芒太露， 张回答
得十分痛快：“无锋无芒， 我举进士
干什么？有锋有芒却要藏起来，我举
进士干什么？知秦桧当政我怕他，我
举进士干什么？”

三问酣畅淋漓，荡气回肠，时至
今日，听起来仍是振聋发聩。笔者以
为， 作为组工干部， 也要敢于显露
“锋芒”。

组织部门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
部门，一直以来要求组工干部谦虚低
调、谨小慎微。但是，若是过于谨小慎
微，则容易滋生好人主义。现在，有的
组工干部怕得罪人，搞无原则的一团
和气；有的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
矛盾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有的为人
圆滑世故，处事精明透顶，有功劳抢
得快，出了问题上推下卸；更可怕的

是，这样的人还“混”得左右逢源甚至
如鱼得水。长此以往，党员干部队伍
的纯洁性、先进性将不复存在，党和
人民的事业都可能岌岌可危。

当然， 要求组工干部敢于显露
“锋芒”， 也不是锋芒毕露、 盛气凌
人，不是飞扬跋扈 、唯我独尊 ，而是
心系党和人民的事业， 原则面前敢
于坚持，困难面前勇于担当。

“心底无私天地宽 ”。显露 “锋
芒” 的底气， 来自于公道正派的内
心。 组工干部只有做到从事业发展
的需要出发，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
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工作起来才
能有底气， 推荐选拔出来的干部也
才能让人服气。

“为官避事平生耻”。担当大小，
体现出干部的胸怀、勇气和格调；原
则高低，体现着干部的底线、尊严和
品质。组工干部只有敢于动真碰硬，
旗帜鲜明地抵制各种歪风邪气 ，做
到面对风险敢为、面对困难敢闯、面
对问题敢抓，才能真正对党负责、对
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在京召开“杜绝网上虚假失实
报道， 提升网络媒体公信力”
座谈会 ，针对 “大妈讹外国小
伙儿 ”网络失实报道 ，查找问
题 、分析原因 ，研究进一步规
范网上新闻传播秩序、提升网
络媒体公信力的对策措施 。
（12月16日《人民日报》）

“大妈讹外国小伙儿”网
络失实报道的来龙去脉大致
是这样的：日前，一条题为《老
外街头扶摔倒大妈遭讹1800
元》的新闻被各大网站突出转
载 。一时间 ，网上对大妈 “碰
瓷 ”的谴责 、对国人道德的吐
槽不绝于耳 。然而 ，随着警方
调查和媒体介入，事实是外国

小伙无证驾驶摩托车逆行撞
倒大妈。

纵观这一事件的始末不
难发现 ，当下 ，一些网站为了
点击率，随意刊载未经核实的
新闻，甚至故意隐去新闻要素
制造轰动效应 。这 ，不仅是新
闻素养的缺失，更是新闻职业
操守的缺失。

网络是“虚拟社会”，但不
是“虚假社会”。新闻真实性是
网络媒体的生存之本、发展之
基 。相反 ，如果视新闻真实为
无物 、把公信力当儿戏 ，就会
失去公众信任。网络建构的虚
拟社会若是离开了现实的依
托 ， 其意义也将等同于零 。

文/刘青 图/朱慧卿

城镇化里的“美丽乡愁”

组工干部要敢于显露“锋芒”

网络，不能以点击率论英雄
■新闻漫画电视问政贵在“可视”

■一句话评论

日前， 我省司法厅专门组织厅机关
人员清理工作， 将35名因病长期不在岗
人员一律重新办理了病休手续，15名长
期借调人员一律退回了原单位工作。

———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见成效。
降温了， 长沙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

管理站（简称市救助管理站） 日前展开
“关爱救助、寒风送温暖行动”，劝导街头
的流浪者回家并送去了棉被、 食物等物
资。据悉，此次行动将一直延续到明年3
月15日。

———让流浪者安全过冬， 是城市应
有的人性温度。

点评：王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