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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
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对于“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注解，很多人理解重心还在于经济
效益的考量，保护的目的在于开发，绿色的价值
在于经济。 实际上，这种“发展导向”的思路仍然
坠入了粗放型经济的逻辑窠臼。

到底什么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真意？ 比起“增与变”，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减与
守”，减少开发和掠夺，守住生态环境的容量、
守住生态系统的活力， 让经济朝着更加绿色、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 湖南生态之美
看洞庭———洞庭湖的富饶资源、 绝世美景，曾

为湖南赢来无数赞誉。 湖南生态之殇也在洞
庭———洞庭湖水面萎缩、环境恶化，已成生态
短板。 省委书记杜家毫强调：“还洞庭湖一湖清
水，就是造福子孙后代”；省长许达哲指出：“要
真正让绿水青山成为湖南亮丽的名片”。 保护
好、治理好洞庭湖，是抓好长江大保护的必然
举措，也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

湖南卫视系列报道《为了子孙后代》启动微
镜头，对准了洞庭湖的生态保护。镜头对准麋鹿，
镜头外直指湿地防护；镜头对准江豚，镜头外直
指围网养殖与非法捕捞； 镜头对准欧美黑杨，镜
头外直指退林还湿与退养还净；镜头对准排污沉
疴，镜头外直指工业污染。通过微镜头，报道记录
了那些为守住绿水青山、为了子孙后代而忘我付
出的人和事，同时记录了一场全面铺开的洞庭湖
生态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如何落地见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现伟大梦想，

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洞庭湖的生态环境问题，
是过去急于大开发、忽视大保护留下的“后遗
症”。 今天，我们为子孙后代留住绿水青山，还
洞庭湖一湖清水，便是伟大梦想、幸福生活的
来源和基础。 透过《为了子孙后代》的微镜头，
麋鹿族群的守护者、江豚微笑的保护神、分秒
必争的执法者、忘我无畏的志愿者一一为观众
所认识，这实际上是在彰显生态治理的湖南担
当 ；当观众看到鹿丁兴旺 、江豚成群 、植被恢
复、候鸟归来，这实际上也是在点赞湖南坚行
正道、全民共治的生态治理之路。

如果说 “出重拳 、治沉疴 ”的环境整治风
暴，是惊涛拍岸的黄钟大吕，那么入脑入心的
环保宣传，则是润物无声的如歌行板。 它们共
同在破与立的辩证法中，汇聚着生态文明建设
的强大合力。 正是因为如此，八百里洞庭鱼米
乡的画面又穿越历史、渐行渐近。

胡建兵

一场厕所革命正改变着城乡面貌 ，
摒弃着遗留千年的陋习。 但有的地方在
这一进程中玩起了噱头， 投巨资修建豪
华厕所 ：使用面积巨大 ，内部装修奢华 ，
吊顶灯、大理石墙壁和地板、金色把手实
木门、液晶电视屏幕一应俱全，设计建造
耗费几百万元， 甚至一个小便池都价值
过万。

如江苏盐城大纵湖景区旅游厕所每
个投资200多万元，重庆璧山秀湖公园天
子桥旁的公厕，外表像宫殿，每个投入约
100万元； 山西临汾近年耗资5000多万元
在全市新建标准化公厕160多座。其中，40
座达五星级标准， 临汾市为此付出每年
300万元的管理费。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对
建设五星级厕所进行重奖。 福建厦门假
如五星级厕所的投资是100万，政府会给
60万的奖励。

人有三急， 如厕第一。 厕所就是厕
所，厕所再豪华，它的主要功能还是让人
“方便”，满足人们生理功能需求。 如果不

是由于生理需求， 谁没事跑到厕所里来
“享受”？

豪华厕所有违“厕所革命”的初衷，是
新“四风”的变种。 正如中纪委有关同志
指出的那样， 一些地方热衷于打造领导
“可视范围 ”内的项目工程 ，而不考虑客
观实际，“不怕群众不满意， 就怕领导不
注意”。

实际上， 很多地方缺少的不是花数
百万元建起的豪华厕所， 而是缺少更多
的普通厕所。 与其花巨资玩 “五星级厕
所 ”噱头 ，不如让厕所回归本来用途 ，补
齐厕所建设短板。 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
最该急迫解决的是厕所的缺口问题 ，建
设应该坚持 “哪里急需哪里添建” 的原
则，而非一味地贴“金”添“星”，追求“高大
上”。

日前， 国家旅游局出台新的旅游厕
所等级评定标准， 要求各旅游景区在推
进 “厕所革命” 中不要再一味要求高大
上 ，取而代之的是环保 、实用的厕所 ，此
举意在及时纠偏各地冒出来的种种舍本
逐末的冲动。

阳明

最近一段时间来， 一些基层的文件材
料、领导讲话、宣传标语大量雷同，抄袭成
风，所谓“传递式”发文、“共享式”写作频频
出现。比如，陕西神木县街头的文明宣传标
语，开头第一句话竟是“爱国爱家，爱我长
沙”。 48个字的宣传标语竟然与３年前长沙
市发布的文明公约完全相同。

现实中类似的“共享式”写作屡见不
鲜。 前不久网曝的湖北宜昌当阳市国土
资源局扶贫工作的文章，文题为《灌阳县
国土资源局多举措助推精准扶贫工作》，
除部分时间、数字上略有出入，绝大部分
内容包括投入资金和修路里程与桂林市
灌阳县在广西国土资源厅官方网站上发
布的文本一致。 还有诸如“郑州建设诚信
宝鸡”“开封指导漯河 ”“邯郸学步青岛 ”
等令人大跌眼镜、 啼笑皆非的闹剧都是
公众熟知的。

俗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 看你会抄
不会抄”。 抄袭绝非一时一地之个例，无论
抄别人还是抄自己、 不管抄公文抑或抄材
料，但凡能“借鉴”“克隆”的地方，都能看到
剪刀的痕迹，闻到糨糊的味道。 比如某地县

委书记一篇千余字的文章，竟然有900多字
完全抄袭某媒体的评论员文章。 被网友戏
谑，连“抄都不会”“抄都不用心”。

“共享式 ”写作频现 ，究其原因主要
有三个方面，一是工作人员不走心，得过
且过 ，懒政思维作祟 ，不管三七二十一 ，
完成任务就行。 二是上级部门急于求成。
限时完成工作任务，不给下级思考谋划、
落实时间，让基层当“背锅侠”。 如有的单
位上午下达的通知， 下午就要求反馈落
实情况、 要成效， 有成效是自己工作有
方，出问题则是基层“背锅”。 三是出错受
罚成本太低，一般情况下，发现问题后都
是 “悄悄地 ”将标语撤换掉就行 ，不到万
不得已的情况， 往往不会追究涉事干部
的责任，对“借鉴”“克隆”早已麻木。

公文上的问题，实际折射出工作作风
中的深层次问题。 “共享式”写作并非让公
众看了一场笑话这么简单，而是严重影响
着政府的公信力。 拔除“传递式”发文、“共
享式”写作毒瘤，除加强效能建设，改进文
风外，还应该深刻分析背后的原因，对相关
人员进行问责，根治懒政思维、惰性习气，
刹住抄袭歪风。否则，“传递式”发文、“共享
式”写作还会继续上演。

汪东旭

防控风险，位列三大攻坚战之首。 作为地
方政府而言，防控风险，首先是有效管控地方
债务的规模。 有权威数据显示，截至12月25日，
全国地方政府共发行1132只地方政府债券，总
规模达4.35万亿。

地方债，顾名思义，是指有财政收入的地方
政府及地方公共机构发行的债券。 地方债的前提
是政府信用和担负还本付息责任。 总体而言，当
前，我国地方债存在几方面问题：一是数额庞大；

二是利息惊人；三是债务管理风险大。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定程度的举债，如果

目的是用于可持续的扩大再生产投资、民生项目
的有序开支， 且这样的举债在还债能力范围之
内，那么可视为合理合法行为，有助于增强经济
发展活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但如果地方政府
不顾还债能力而违规举债，缺乏规模控制、风险
预警，甚至寄希望于“稳定压倒一切”或中央“兜
底”而导致地方债规模不断膨胀，则显然是政绩
观出了问题。 也暴露我国对地方政府及领导干部
的考核机制缺乏具体的债务管理约束，造成地方

法制意识以及执行意识不强等症结。
地方债不断膨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一

些领导干部政绩观上的偏差。 这次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明年全省要全面完成存量债务置
换，大力开展市县政府性债务清理核查，清理整
合政府融资平台，严格依规实施PPP、政府购买服
务、政府投资基金等项目，这既是对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的积极回应，也是对风险的提前警示。

地方债务问题对当地经济社会生态具有
天然的影响力。 破除地方债难题，需要用好改
革这柄利刃，从转换政绩考核方式、倒逼经济
发展优化升级、引入市场化方式、完善责任追
究机制等方面着力。 只有全面统筹推进，才能
彻底打破地方性债务的闭环效应。

校园欺凌重在预防
教育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等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
治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对校园
欺凌的界定、惩戒措施等，《方案》强调治理
校园欺凌要 “教育为先 、预防为主 、保护为
要、法治为基”。

校园欺凌虽然发生在学校，但离不开社
会大环境的影响，与法制教育的淡薄、生命
教育的缺失、社会的贫富分层、影视暴力的
影响，以及学校管理不力等都密切相关。 治
理校园欺凌重在预防， 防范工作做得好、做
到位，完全可以减少或杜绝校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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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豪华厕所”有违“厕所革命”初衷

“共享式”写作背后是懒政惰性作祟

洞庭之水兑泽来

别让“地方债”透支发展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