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E-mail:czrbfkpl@126.com
2022年9月2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孙人杰 居文芳 组版:王宏伟 校对: 陆颖 文笔塔AA55

下周话题

平 常 语

观点集结

画说文明

常 言 道

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

近日，河北省衡水市某酒店门前马路上出现
这样一幕：新郎到酒店接亲，为了营造喜庆氛围，
礼花飘了一地，环卫大妈要求他们把地面打扫干
净。可能是双方在沟通过程中发生一些误解，环
卫大妈一生气就挡在婚车前席地而坐，不让婚车
离开。这是谁的错？来说说你的看法吧。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这
一规定的发布意味着领导干部“能
上能下”变成了硬性要求，对于推动
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
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建设忠
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
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
党一直高度重视领导干部“能上能
下”问题，但客观而言，这一问题在
过去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解
决。如果对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
官乱为无解决良方，其结果可能导
致庸劣者能入难出，甚至出现“劣币
驱逐良币”现象，干部队伍就可能失
去活力。

最近笔者接触了一些离退休老
同志和矢志创业的企业家，茶余饭
后也与身边平民百姓进行了交谈，
他们普遍反映现在事难办。一位体
制内退休 10 多年的同志发挥余热
开办了一家公司，从开办到现在已
经两年多时间，不仅手续没有办好，
还迎来了一大批罚款单，为免除或
者减少这些罚款并尽快开业，他磨
破了嘴、跑断了腿，街道要区里批，

区里要市里批，而且都要一把手签
字，气得这位老同志拍起桌子。他
感叹道：幸亏我还是体制内出来的，
熟悉政府办事流程，如果一个普通
老百姓该有多难！

这次《规定》最大的特点是完善
了干部“下”的 15 种情形，更全面、
更完整，也更严格。我看当前最为
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让“不敢为”的干
部下。现在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现
象：一些单位和干部不敢接项目，以
前是争项目、抢项目、以项目论英
雄，现在是怕项目、推项目、把项目
当成烫手山芋；一些单位和干部不
敢要资金，以前是“跑部进京”，争
专项资金、抢政府债券、与银行对
接融资，现在不仅不争不抢，而且
还怕“碰钱”；一些单位和干部怕表
态，以前争权夺利，生怕自己说话
不算数，现在遇事闭目养神，尊口
免开，哼哼哈哈，最多一句知道了，
最后没有下文；一些单位和干部怕
签字，以前把签字作为地位和权力
的象征，现在能不签字就不签字，
如果要签，等上级签了、别人签了
我再签，总而言之不当“出头鸟”。
如此等等的不敢为，让企业和老百
姓找不着北，严重损害了他们投资
创业发展的积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为彻底

遏制腐败行为，从八项规定入手，对不
作为、乱作为、胡作为、不给好处不办
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等现象进行毫不
留情地打击，取得的成绩得到全党全
国人民的认可，党风社会风气为之一
新。而一些人却产生错觉，认为做事
多取得成绩多，犯的错误也多，而我们
党的政策是功不抵过，因此多做不如
少做，少做不如不做，不做不如评做，
殊不知，这是最大的错误。公务员系
列实行职务职级并行制度以后，由于
一些地方执行制度的偏差，一些人认
为，只要不犯错误，熬年头就行了，时
间到了不提拔就提级，反正工资奖金
不少，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
级别低的单位弄个主任科员没有问
题，高一点的弄个“一调”“二调”没有
问题，再高一点的弄个“一巡”“二巡”
没有问题；再加上我们的考核制度一
直不能做到行之有效，大多走走形式，
使那些“佛系”“躺平”的人大有市场。
这种思想不肃清，这种人不拉下，误国
误民，贻害无穷。

不敢为、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
假作为，归结起来就是违背党的原则，
违反党的纪律，不负责任、不干实事。
这不仅是作风问题、能力问题，而且是
政治问题、党性问题。这次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
下规定》，无疑是向全党发出信息，混

日子的时代结束了，混日子的人没有
市场了。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最根本
的是健全完善制度机制。要坚持推进
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
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
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
环境。既要严格执行干部退休制度、
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加大领导干
部问责力度，又要健全调整不适宜担
任现职干部制度，这正是这次颁布《规
定》的宗旨所在。

如何解决能下的问题是执行《规
定》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要坚持党
管干部原则，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认真落实好干部标准，对政治上不
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
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
领导干部，要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同
时，及时把那些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
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
起来，切实增强干部队伍活力。另一
方面，要把评价干部是否敢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干部
干不干事，干好事还是干坏事，干成事
还是办坏事，人民群众心里最清楚，让
人民具有投票权、决定权。只有这样，
才能把贪官、昏官、庸官清除出去，把
清官、贤官提拔起来，才能使政治上靠
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
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脱颖而出。

朱海山

让不敢为者下

回归房地产的实质，就要回归
房地产政策的科学性和它的理性。
房地产最大的问题，就是几乎所有
人都在谈房地产问题。这种现象导
致房地产问题不但没有成为一个真
正的学术问题，也没有成为一个严
肃的经济话题，而是成了一个情绪
问题。房地产行业在我国固定资产
投资中占的比重超过 1/4，在 GDP
中的贡献非常大，在老百姓资产配
置中比例极高。如此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一个行业，不能用简单粗暴的
政策去解决，并且给它限定一个时
间，这是不符合行业发展的基本规
律的。房地产行业最缺乏的是长期
的考虑。20 多年形成的房地产规
模与体系，其中的问题不是一年两
年就可以解决的。20 多年走到今
天，再用 20 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已经非常不容易。

——马光远

有心理专家分析，“羊了个羊”火
的原因就在于会让人上瘾，陷入“多
巴胺陷阱”。它的致瘾性很强，无论
是用畸低通关率激发用户胜负欲，还
是用属地捆绑撩拨用户“地域攀比心
态”，都把人性拿捏得死死的，特别让
人上头。可就算这类休闲游戏再上
头，也要避免“贪杯”，否则，我们只能
沦为自己赌徒心态的“囚徒”。正如
心理学者所分析的，很多小游戏之所
以让人上头，就在于成瘾设计。更何
况，它未必能贡献出益智价值，还可
能对我们进行套路。这样一来，我们
不是玩游戏，而是被游戏玩，很容易
将自身变成“广告肉鸡”。某种程度
上，比起难以通关的“羊了个羊”，怎
样战胜自己薄弱的自制力，才是更难
通过的关卡。

——佘宗明

《我的县长父亲》这篇获奖“散
文”，其实是一篇朴实无华、感情深
挚的“随笔”，到了今天的网上，怎么
反倒被公然嘲讽？我认为，于忠东
女士的“拼爹”，是堂堂正正的。作
为读者，我更期待这样的文字多多
益善。惟有如此，很多值得我们回
味、思寻、仰慕、珍重的人和事，才
不会成为“过往”而让人恍若隔
世。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蔚蓝
的天、明媚的阳光、和煦的清风一
样，启迪人的思想、温润人的心灵、
陶冶人的精神。一个有利于文艺
创作的良好环境，要求在艺术质量
上精益求精，在讨论评价时实事求
是，要积极营造并保护说真话、讲道
理的健康氛围。不能让那些说真
话、有真情的言说和表达变得缩手
缩脚，更不该让他们在草率的非议
中沦为笑柄。

——何振华

浙大博士研究生孟伟因靠兼
职送外卖维持生计，引起网络关
注。孟伟称，“这绝不是只有我是
个例，我们这个群体走向社会是非
常困难的”。正如他所说，送外卖
的博士不多，但博士毕业延期的却
不少。但是，延期毕业并不是解决
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如何在有限
的时间内提升科研创新能力才是

“王道”。首先，延期毕业意味着需
要更多教育资源的投入；其次，单
纯延长学制也并非提升博士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唯一途径。如果只
是延长学制，没有注重在科研上发
力，还是会导致论文屡次不过关。
博士研究生教育承担着培养高层
次创新人才的使命，是国家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体现。作为学历教育
的“塔尖”，博士本来就不应该“好
混”。如何确保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质量，提高其科研创新能力才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

——陈进红

“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
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是干部的
第一能力，是衡量干部能否挑重担的
第一标准。”2020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1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
个月内三提“政治三力”，他指出：“我
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
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
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
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旗帜
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共产党人最鲜明
的本质特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
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政治免
疫力的根本途径。新时代增强政治意
识，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强化政治历练，
坚定理想信念，从理想信念中获得察
大势、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获
得奋斗不止、精进不怠的动力源泉，获
得辨别是非、廓清迷雾的政治慧眼，获
得抵御侵蚀、防止蜕变的强大抗体。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就是以人民
为中心、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根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
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保持
头脑上的清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提高执
政判断力，就是要准确把握中国现在所
处的历史方位，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情。”面对国际风云变幻，面对发展中出
现的重大风险挑战，提高政治判断力首
要前提便在于居安思危，增强风险意
识，下好防风险化危机的“先手棋”。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有草摇
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
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
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
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
斗争的就要斗争。”2022年7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

讨班上强调：“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
期，搞好这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众
志成城、团结奋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率先在
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实现经济正增长，统
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
好的成果。

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

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就是用政治
思维观察和理解现实问题的能力，要能
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任何情况下都能

“不畏浮云遮望眼”，在重大问题上想清
楚弄明白，以清醒的政治头脑站稳政治
立场，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坚如磐石。

政治领悟力决定了党员干部看问

题、察形势、想事情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精准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需
要学习、掌握、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从复杂的矛盾中找到规律，预见形势
的发展和隐藏的风险。新中国成立前
夕，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毛
泽东同志及时向全党提出“赶考”警示，
这种清醒和自觉体现在对把握发展规律
的前瞻性认知，确保了那个年代党的先
进性和凝聚力、战斗力。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
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就是要正确认识和
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
目标与实践途径，正确认识和把握新
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确保始终沿
着正确的政治方向推进工作，奋力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党员干部是
党的决策部署的贯彻者，要胸怀“国之
大者”，根据时代和形势变化提出的新
要求，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才能深刻领

会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性，才能更
好地指导未来的行动。党员干部要加
强理论修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
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善于从纷繁复杂
的矛盾中把握规律，不断积累经验、增
长才干。党员干部要提高获得新认
识、把握新规律的学习能力，根据工作
实际准确把握，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下
面，抓住最根本、最实质的规律。

不断提升政治执行力

不断提升政治执行力，要求领导干
部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必须做到把党的各项政策高
标准落实在行动上，自觉站在党和国家
的政治大局上想问题、办事情，科学认识
大局、全面把握大局、坚决服从大局，不
折不扣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确保局
部服从全局。党员干部要时刻做到“党
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
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提升
执行力的前提是想清楚弄明白“我是谁、
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在具体的工作
上表现为不断提升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的能力，强化责任担当，不断提升服
务群众的水平。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
增强党性修为，牢记执政为民理念，常思
为百姓谋福祉。

“为官避事平生耻”，党员领导干
部必须将责任担当记在心上、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和落在行动上。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升执
行力就是要“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不断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善于处理各
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
各种艰难险阻。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要求，面对“强富美
高”新常州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考卷，我
们必须持之以恒地进行思想淬炼、政
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激情，不
折不扣把党中央精神贯彻到底，奋力
推进常州“532”发展战略，共同推动美
好愿景成为精彩现实。

作者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邵 晔

习近平：不断提升“政治三力”

国庆长假即将到来，不少人会以家宴待亲友，“热
一下就吃”的预制菜非常方便。近日，智纲智库创始人
王志纲与俞敏洪、董宇辉聊天时称，“预制菜是猪狗食，
我从来不吃”，此言论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预制
菜省时省力，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并不是“猪狗
食”；也有网友认为，预制菜味道一般且有防腐剂，长期
食用对身体不好。对此，你怎么看？

近日，河北省衡水市某酒店门
前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接亲场面：新
郎到酒店接亲，为了营造喜庆气氛，
礼花飘了一地。环卫工人见到刚打
扫干净的地面变得脏乱不堪，要求
他们打扫干净。在双方沟通无果的
情况下，环卫工人席地而坐挡在婚
车前不让离开。对此，网友们众说
纷纭。本人认为，尊重他人劳动成
果是做人的道德，办喜事不应成为
他人烦心事。

新郎到酒店接亲，在酒店门前
喷洒礼花无可厚非。礼花的纸屑
飘了一地，使原本整洁的地面变得
满地垃圾欲一走了之，这与行人随
手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有什么
区别？结婚是个大喜事，不应只图
自己高兴而给别人添烦恼。环卫
工人的职责主要是清扫马路上的
树叶、纸屑、行人扔的烟头及风刮
来的垃圾等。人为造成的垃圾理
应有当事人自行清理，绝不能认为
打扫卫生就是环卫工人的事，什么
垃圾都应由环卫工人清扫。再说
酒店里经常有婚宴，有时一天有几

场，如果每场都如此喷洒了礼花而
不管，都要环卫工人来清扫，那环
卫工人就只能负责酒店门口很小
的范围了。因而环卫工人要求新
郎家把礼花纸屑打扫干净是合情
理的，并非故意作难。

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他
们为了城市的环境整洁，不顾严
寒酷暑、起早贪黑地坚守在自己
岗位上。我们应尊重他们，尊重
他们的劳动成果。环卫工人自己
管辖区域内如果卫生不达标，将
要受到处罚，再说他们工资本来
就不高。新郎来酒店接亲，环卫
工人对他们打过招呼，但他们根
本就没有把环卫工人放在眼里。
环卫工人席地而坐不让婚车离
开，做法虽然欠妥，但实属无奈之
举，是对自己权益的维护，我们应
予理解。如果当初新郎家重视环
卫工人的打招呼，安排人员及时
打扫场所，或提前给环卫工人一
个红包、给包喜糖，让其沾点喜
气，请环卫工人帮助打扫，也许就
不会出现那尴尬的场面。

富贵吉祥

喜事不应成为他人烦心事

新郎到酒店接亲，一阵放炮，浪
漫的氛围感拉满的同时也带来了满
地碎屑。环卫大妈和新人协商无
果，席地而坐拦住了新人的婚车。
最终新人自行清扫干净现场这事才
算解决。

新人结婚造成的礼花碎屑是否
应该由本人清扫？有人认为环卫工
人打扫卫生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在人家新婚之日那么斤斤计较，不
就是为了要红包吗？对此观点，笔
者不敢苟同。首先我们无法从新
闻中判断环卫大妈是否向迎亲者
索要红包。其次，一地的碎屑，破
坏了原本干净整洁的街道，环卫工
人的劳动成果被践踏，要求喷花者
将卫生打扫干净被无视，无奈之下
以身拦车。

前段时间女明星马思纯往车窗
外丢垃圾的行为被众人指责其素质
低下。以一个现代文明的视角观
之，随意丢垃圾并非文明行为，即使
不会长篇大论地批评指责，但在心
中对这个人的印象分也会大打折
扣。接亲撒礼花导致的满地纸屑，

和随意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本质上
并无差别。即使主角更换，我们的
观点也不会随意变换。

也许这对新人认为打扫卫生清
扫垃圾就是环卫工人的本职工作。
从环卫工人的角度出发，这种想法
不堪一击。每日办红白喜事的人
家不止一户，难道环卫工人每日的
工作就是要跟在他们身后清扫垃
圾吗？要知道，他们的工作不止碎
纸屑，还包括落叶、尘沙，还有普罗
大众每日生产的上万吨的生活垃
圾。人为制造的碎纸屑加大了他
们的工作量，好不容易清扫干净的
街道待婚车一过又是望不见尽头
的纸屑。他人的劳动成果不该被轻
贱至此。

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幸福的
同时也不要随意破坏他人劳动获
得的幸福感，这是社会对我们的道
德要求。劳动人民工作不易，结婚
这种大喜事，不该成为乱扔垃圾的
借口。我们对任何形式的破坏公
共卫生环境的行为都应该是零容
忍的。

微 微

尊重他人劳动成果，莫失公德

一个城市的大文明是由无数个小
文明累积起来的，公共场所是展现一
座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公共场所禁
止吸烟，既是秩序，也是文明；维护公
共秩序，需要你我携手；营造文明环
境，需要人人参与。

作为城市的主人公，保持良好的
公共环境既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

他人的尊重，更是对文明之举的有效
践行。文明城市，需要大家一起捍卫。

曾钰 文/图

你文明我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