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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正确处理干净和
担当的关系，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
一起来。这既是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
的明确要求，也为各级领导干部修身用权、干
事创业指明了正确方向。

什么样的干部是好干部？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确
立了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的核心要素。忠诚是
为政之魂，干净是立身之本，担当是成事之
要，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缺一不可。

近年来，从甘当司法改革“燃灯者”的邹碧
华、扑下身子苦干实干的廖俊波，到受到表彰的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无不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对人
民的深情、对公仆本色的坚守、对职责使命的担
当。百姓谁不爱好官？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
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
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应看到，现实中，有一些人把干净和担当
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与好干部标准背道而

驰。有人把正风反腐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
口，声称“管得严了，空间小了”，当起了甩手掌
柜；有人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遇到问题
矛盾绕着走；有人把依法依规办事视为负担，
为效率低下、懒散懈怠找托词。大量反面案
例警示，对干部来说，忠诚、干净、担当，犹如
鼎之三足，少了哪个都不行。不管是政治麻
木、办事糊涂的昏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
懒官，还是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以权
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都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政
治本色，都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大敌。

实际上，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政治
生态不断净化，从政环境不断优化，制度建设
不断强化，干部干事创业、建功立业的空间和
舞台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得越来越宽广。真
正被压缩的，是一些人任性妄为、贪污腐化的
空间。领导干部把干净和担当统一起来，有
着越来越多的有利条件，有着可以大有作为
的新时代机遇。

为官避事平生耻，大事难事看担当。能
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

党性和作风。当前，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
巨繁重，脱贫攻坚还有不少硬仗要打，各种风
险挑战不容忽视。越是在船到中流浪更急、
人到半山路更陡的关键时刻，越需要领导干
部激发担当精神，不怕接烫手山芋，勇于挑最
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干部处理好
干净和担当的关系，就应锻造防腐拒变的“金
刚不坏之身”，练就勇于担当、善作善成的过
硬本领，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干出无愧于党
和人民的新业绩。

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
管就是厚爱，监督就是保护，是对干部真正负
责。要坚持严字当头，加强对干部的全方位
管理监督，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
效机制，为干部清正廉洁打好“预防针”、筑牢

“防火墙”。同时，要把严管与厚爱、约束和激
励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探
索创新，树立崇尚实干、倡导担当的鲜明导
向，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充分调动
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事业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领导干部既要干净又要担当
新华社评论员

这两天，笔者偶然间听说市区某初中学校
兴起了一股“查分热”，一些自认为孩子成绩低
于平时成绩的家长纷纷向学校提出申请，请学
校帮忙复核孩子的期末考试试卷，看是否有些
题目判错了，有些分数没有加上，学校为此忙得
不可开交。家长们掀起“查分热”，最主要的还
是对子女教育的过度关注、过分关心所致。

其实，家长过度关注的还不止这些。近期，
在一所即将迁入新校区的学校，有家长提出，目
前已在就读的高三年级学生不能搬迁，因为还
有一年即将高考，换了新环境后学生可能不适
应而影响备考。还有家长担心，搬入新校区后
招生规模扩大，任课老师可能会进行调整，因此
提出要求：孩子现任的任课老师不能换等等。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讲，家长能关注子女
教育、参与到子女教育中是一件好事。因为不
论是作为子女的“第一任老师”，还是平日生活
中耳濡目染的熏陶，家长都会对孩子的成长起
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对于子女教育的过度关
注，不但折射出当下的家长在激烈社会竞争中
所衍生出的焦虑情绪，更会对子女的教育会产
生不好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竞争压力加大，家长们
很容易将自己人生的未了心愿转嫁到子女的身
上，希望子女能按照自己规划的路去成长、去发
展。当学校教育稍有变化，家长就会“以子女比自
身”，产生诸如“换环境会影响复习”“换老师会影
响学习”等想法，甚至联名向学校“逼宫”。

而从学生的角度来讲，父母对教育的过分关
注，反而会让学生产生诸如“只要学习好，其他的爸
妈都会帮我搞定！”“为了学习，我想怎样就怎样”等
错误的认识，甚至会让学生认为学习是“为父母”，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成长。一旦丧失了对学习的内
生动力，学习也自然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绝大多数人在上学期间都有被判错试卷，
换新学校、新老师的经历，也许在当时会有很深
的感触，甚至闹出了不小的风波，但回望来路，
谁又会因为这点小事而耿耿于怀、担惊受怕！
所以请切记，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家长们要正
视而不是过度关注，要参与而不是指手画脚，要
过问但不可以过度。因为，过犹不及！

子女教育切记过犹不及
李 超

以往在重大体育赛事中，作为丑闻重要元
素的兴奋剂，竟然改头换面，以“体测神药”的面
目走入普通人的药箱。据新华社报道，如今，一
些考生利用兴奋剂提升运动能力，借以通过相
关体育测试。他们有的是因为公务员考试，某
些岗位需要测试体能；有的是因为中考和高考
需要。而在网上，这种所谓的神药，以一种买卖
双方心知肚明的隐蔽方式售卖。据悉，这些药
品多从非法渠道进口，售价不菲。

为考试做充足准备很正常，但把这种准备
走到一条歪路子上去就太不应该了。不管穿上
什么马甲，兴奋剂就是兴奋剂。其对身体的危
害有多大，经过这么多年体育新闻的普及，想必
绝大多数人都心中有数。网络卖家那些“少吃
不伤身”或者“实在担心可以配合护肝片一起
吃，抵消损伤”的承诺全是骗人。但为什么还是
有人明知危险偏要铤而走险呢？

显然是为了考试成绩。体育考试没法临阵
磨枪。动歪脑筋的人，也许的确身体素质不太
好，也许是平时疏于练习，就想着靠歪门邪道

“努”一下。但考试就是考试，吃兴奋剂就是作
弊。既戕害了自己的身体，倘若真是提高了成
绩，对其他应试者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

不仅在体育考试中有人服用“神药”，媒体
还披露有学生在文化课考试前服用所谓“聪明
药”、打“聪明针”。所谓的“聪明药”，是一种处
方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越吃越上瘾，
剂量也会越来越大，和吸毒一样非常危险。

无论体力上还是脑力上的所谓神药，都是
通过非法渠道流通和销售的。考生服用后是否

“兴奋”其实存疑，但商家因此获利确实会很“兴
奋”。此类“神药”的悄然流行，意味着监管不能
滞后，必须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遏制这些“神
药”。对于违禁药品、精神药物，国家本来就有
明确而严厉的管理。但为什么网上还有这么多
卖家“秘密兜售”？进货的源头在哪里，渠道怎
么建立起来的，需要管理部门一查到底。除了
在宣传上不断反复提醒考生和家长以身体健康
为重，还是得出重拳斩断销售链条。网络平台
不是法外之地，不能成为“神药”黑市。

“体测神药”既伤身又伤公平
张 丽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痰液、剩饭、潲水及花盆、铁钳、锅铲不时“从
天而降”，不仅威胁市民生命安全，还污染生
态环境、危害公共秩序，成为城市管理、社区
治理一大顽症。各地援引法律、严肃惩戒，加
装监控、威慑预防，但有关事件有增无减。

西安某小区近日还成立了一支“妈妈防空
队”，对相关事件进行拍照录像、留取证据等。
据报道，这支“防空队”已形成一定震慑力。这
对我们的基层组织和社区工作是一个启示。

社区是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是党委
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社
区人口越来越多，楼房越建越高，社区治理水
平也要更上一层楼。党中央高度重视社区工
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

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充分调动居民
参与积极性，形成社区治理合力。可以说，改
革创新基层治理方式，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是
根治高空抛物等“城市病”的根本遵循。

妈妈们行动起来了，基层党组织与社区
机构都要动起来。城市管理和服务力量要下
沉，尽快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基层组织建设上
来，转移到社区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
全工作上来，从基层干起来，从居民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抓起来，建设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守望相助的社区，对高空抛物等不良行
为釜底抽薪。基层党组织要敢担当、有作为，
督促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履行职责，
依法保护业主合法权益；推进居务公开和民
主管理，发挥自治章程、居民公约的积极作

用，弘扬公序良俗；充分运用网上社交平台，
引导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引导
居民崇德向善；把居民维护公共利益的情况
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基层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的情况纳入绩效评议……总之，要通过法治、
德治、自治的有机融合去根治陋习。

“同住一栋楼，相逢不点头。”城镇化快速
推进，深刻改变我国城市社会结构。不少人
未完全适应城市生活方式，新型集体观念淡
薄。某地陋习排行榜中，高空抛物与乱扔垃
圾齐名。在街头乱扔垃圾的，跟高空抛物的
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住在高层，但是每个人必
然会从地面走过。当你从楼下走过时，不妨
想想上楼之后该遵循什么样的行为准则。

高空抛物的拷问：社区治理水平也要“上楼”
王立彬

日前，人社部印发《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定》有了一些新变
化，包括：职称评审面向全体专业技术人才和用
人单位；考虑地区、部门实际，赋予一定的自由裁
量权；推广在线评审，探索实行职称评审电子证
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
自由职业者职称评审同样适用，等等。

审视共有44条的《规定》，宏观层面，旨在于推
动人才评价的多元化、社会化和市场化，这是对长期
以来职称评审单一化、行政化、简单化的一种合理纠
偏。微观层面，《规定》主要回答了“谁能评”“谁来
评”“评什么”等命题，富有现实意义。

“谁能评”本不是问题，却因人才身份差异而存
在，譬如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是一个人
数达到千万量级的“大块头”，他们往往徘徊在职
称评审大门之外。《规定》明确对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自由职业者职称评审同样适用。“谁来评”一
直都很明确，但就失之于僵化，饱受社会诟病。

《规定》“还权于民”，赋予用人单位一定的职称评
审权，这是一个进步。“评什么”也是舆论焦点之
一，是评学历资历、学术论文、职称外语，还是评职业
道德、创新能力、业绩水平和实际贡献，关乎职称评
审的方向与效率，这个问题以前一直没有理顺，《规
定》回归到“德才兼备”上来，值得肯定。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规定》顺民情、听民
意、解民忧，有了许多新变化。当然，要让这些新
变化带来新气象还得下真功夫、细功夫。尤其是
地方政府，要在准确理解和严格对标《规定》的前
提下，出台地方配套措施，将原则性的规定细化
为可执行的细则，确保《规定》精神从纸面落到地
面，服务于地方人才发展大局。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不断完善人才评价体
系，让能作为、有作为的人才有成就感、获得感。
完善人才评价体系，要进一步优化职称评审制
度，使之成为引导人才发展的指挥棒、提升人才
能力水平的千斤顶。

愿职称评审新变化带来新气象
练洪洋

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
2019年一季度用户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企
业和问题App名单。

在对 100 家互联网企业 106 项互联
网服务的抽查中，18家互联网企业存在
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未
告知查询更正信息的渠道、未提供账号
注销服务等问题。其中，学而思网校、猎
豹浏览器、饿了么、小红书、网易考拉、融
360等知名互联网企业被列入在内，原因
多涉及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个人信息，误
导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关于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已是
老生常谈，但近年来仍频频发生，不得不
让人深思。

其实，在保护用户个人信息方面，我

国已有相关规定。2016 年 8 月 1 日起实
施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中就明确提出，App“收集、使用
用户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
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
和范围，并经用户同意”。既然有法可
依，为什么近年来用户信息仍被屡屡侵
犯？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法力度不足。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严格执法则是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只有让违规
者真正感受到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信
息带来的严重后果，才能让其心有所畏、
行有所止。所以，对于未经用户同意收
集个人信息、误导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的互联网企业，不应止于“点名”，
更应该让广大用户看见“下文”。

过度收集信息别止于“点名”
李蕴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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