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违纪者“上电视”是真的不留情面

最近几天，专题片《作风建设永
远在路上》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
在专题片中，一些违反八项规定
精神典型案例的细节以及相关当
事人的讲述，通过荧屏展现在公
众面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
推进作风建设来说，这可以称得
上是一种新形式。

事实上，片中的这些案例此前
已经通过纪委的通报为公众所熟
知，但相比于纸面上的文字描述，对

现场场景的还原以及亲历者的讲述
更真实可感。而且，让违纪官员在电
视上“抛头露面”，把案例中的问题
完全放到了阳光之下，要比实名通
报更加不留情面，警示作用更强，也
更能让公众真切体会到作风建设的
力度在不断提升。

在这部由中纪委推出的专题片
中，有黑龙江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大
量喝酒致陪酒人员死亡的现场场
景，有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多次
出入的豪华会所，也有亲历者讲述
倪发科怎样因玉疯狂……每播出一
集，相关的细节都能在网络上引发
相当多的关注。特别是一些因违反
八项规定受到处分的领导干部，也
出现在屏幕中现身说法，对自己的
心路历程以及深层次的作风积弊进

行了剖析揭露。
对于类似的宣传警示形式，相

信人们并不陌生，只不过以往那
些节目的内容与作风建设没有多
大关系。很多人应该都记得，网络
大V薛蛮子、明星柯震东等都曾有
过因违法犯罪行为“上电视”的经
历，部分节目对案件的曝光甚至达
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相比之下，
对于官员违纪违法案例的披露，以
往多是用“言简意赅”的通稿做简单
的描述，即便白纸黑字地印上名字，
因为影响范围有限，总给人一种“留
足面子”的感觉。

从这个角度来看，重在警示的
作风建设专题片，让涉事官员在
公众面前亮了相，才真正算得上
是“不留情面”。由此也可以看出

作风建设不断加码的趋势——— 起
初对官员违纪行为仅限于内部通
报，而后在公开通报中以“某某”
相称，接着实名通报成为惯例，直
到 让 违 纪 者 在 电 视 上“ 抛 头 露
面”，接受社会公众“面对面”的审
视。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一旦触碰
了法纪的高压线，付出的代价可
以说越来越大了，想保住“面子”
几乎不可能了。

总之，越是细节性的东西越
让人印象深刻，越是亲历者的现
身说法越是能触及灵魂深处，这
就像到监狱里开展廉政教育，要
比在会议室里读读材料效果更明
显一样。作风建设也是如此，“不
留情面”的专题片，显然更能起到
警示作用。

让违纪官员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把案例中的问题完全放到了阳光之下，要比实名通报更加不

留情面，警示作用更强，也更能让公众真切体会到作风建设的力度在不断提升。

□殷建光

近日，一则“广西一运管处长
公车旅游、收礼”的帖子，出现在国
内各大网站论坛。网帖显示，广西
河池市交通运输管路局车辆运输
管理处主任韦某，在工作期间出去
打球、节假日期间公车私用出去旅
游。相关负责人称：“韦某还在试用
期内，具体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12月17日中国青年网）
如果调查结果证明举报内容

属实，无疑应该对涉事者进行严肃
处理。一个“试用期”的干部，以身
试法，公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违
规违纪，我行我素，说明目前相关
部门对八项规定的落实还有漏洞，

还有值得反思之处。从报道内容
看，该干部的行为属于明显违纪，
然而当地监管部门却一直没有“察
觉”，而据相关报道，即使在当地纪
委部门已经接到举报信息的情况
下，调查结果仍迟迟没有出来。

“试用期干部”以身试法事件，
最终会水落石出，但是事件折射出
的问题却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在目前反腐倡廉的大背景
下，地方政府落实八项规定绝不能
打折扣，必须形成一个对违纪干部
有震慑力的高压环境；相关的监管
不能总处于被动状态，必须主动出
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干部的
约束力；对于公民举报须及时反
馈，不能总是等到“调查清楚后”。

□杨 涛

近日湖南省临湘市一名高中女
生裸死在离家不到80米的菜地里。
个别警察在办案过程中，双手插在
口袋里，嬉笑交谈，遭网友吐槽。（12

月17日澎湃新闻网）
提及微笑，大家第一印象就是

“表哥”杨达才，他被媒体曝光就是
因为在特大交通事故现场面含微
笑，后又被网友曝光戴过多块名表，
进而被纪委调查有贪腐问题落马。
如今，在死者被害勘查现场，警察又
嬉笑交谈，勾起了网友敏感的神经。

客观地讲，官员也好，警察也
罢，要说他们刻意无视死者，故意嬉
笑，有些上纲上线了。嬉笑也许就是

一瞬间的事情，而网友的相机也只
记录了这一瞬间的嬉笑。但是，在死
者家属和社会公众看来，这却是难
以容忍的。因为，在这样的重大事故
现场、死难现场，肃穆庄重才能体现
对死者的尊重和应有的职业态度。

对于在案发勘查现场嬉笑的警
察，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教育批评。
此外，公职人员在特定场合，制定特
定礼仪也是应该的。比如在接待场
合，不能对来访人员大吼大叫；再
如，像各种灾难场合，应当肃穆庄
重，以体现对死者的尊重。如此，公
权力机关自行规范在先，就不会等
出了问题、网友曝光而处于被动局
面，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国家机关和
公职人员的形象和提升公信力。

“试用期”以身试法，胆从何来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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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10年来 ,中国的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迅猛 ,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 ,但同时因为法律的滞后 ,也
带来诸多发展桎梏。众人翘首以
盼有一部《慈善法》,就是希望能
更好地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从
2005年民政部提出慈善法立法建
议开始,到2013年被列入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慈
善法》已在漫长的立法道路上踯
躅近10年。

从现在民间的意见看来 ,慈
善法要真正发挥作用、振兴慈
善事业，必须拥有足够的前瞻
性 ,不能一出生就落后于形势的
发展，至少要在未来二三十年
内 ,它都要能给慈善事业提供最
牢固的法制保障。慈善立法的
最根本出发点 ,是要激发全社会
更多的善行 ,激发社会向善的蓬

勃活力 ,让慈善事业更好地发
展。

或许 ,一些条款本是好心 ,却
因不周到与不严谨 ,事实上成了
限制社会组织或慈善事业发展
的紧箍咒。所以,在慈善立法的过
程中 ,必须形成官方与民间的良
性互动 ,改变传统的官方主导的
法律制定过程,做到开门立法。毕
竟 ,《慈善法》是一个彻彻底底为
社会、为慈善服务的法,因此就必
须倾听民间的声音 ,吸纳专业的
建议 ,使之成为一部真正能让善
与爱自由绽放、保障公益慈善事
业茁壮成长、促进中国社会焕发
生机活力的法律。（摘自《新华每
日电讯》，作者张天潘）

商品一下子热起来，不适合
新常态的消费政策。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
究部副主任赵萍认为，在个性化
消费成为主流的背景下，消费呈
现多元化的特点，消费热点不可
能持续不变。企业必须立足于长
远，如果不能把品牌做好，消费
者就会抛弃它。

行政审批改革不能成数字
游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
认为，政府职能转换是一篇大文
章，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则是“排
头兵”和关键环节。减少行政许
可的同时，还要大力创新市场监
管方式，这样才能使行政审批改
革真正起作用。

市场是可以“创造”的，是动
态的而非静态的。

在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扩
大国内消费要创造扩大国内消
费的条件，如果产品是“十年一
贯制”，不会有人来购买。一定要
懂得创造市场，需求可以创造市
场，供给一样可以创造市场，供
给要用新产品来吸引人。

政府调控要尊重房地产的
“差异化”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名誉副
会长朱中一认为，经济增长由高
速向中高速转变，房地产业也面
临着结构调整，将从以往的支柱
性产业发展为基础性产业。政府
要尊重房地产业规律，实施好分
类调控，使其发展与城镇化进程
相协调。

葛一语中的

教育改革应推动个性回归

葛媒体视点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因时常有刺激性气味，广州颜乐天纪念中学学生上
体育课前，老师要先辨别风向再决定在哪块区域上课。原来，近年来，颜乐天纪
念中学已被大大小小工厂360度层层包围，周边污染严重。老师们连续5年的投
诉，困扰1000多名师生的刺激性气味却从未停止…… 漫画/张建辉

看风上课

在中国，高考改革备受关注，
不仅是因为这关乎千家万户的利
益，还因为高考有着基础教育“指
挥棒”的特殊属性，每一次改革都
将改变一批甚至一代孩子所受教
育的理念与方式，影响到他们的
一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唯分
数论”“素质教育在应试教育前步
履维艰”“学生负担过重”“考试舞
弊”“择校热”……种种顽疾，困扰
教育领域多年却始终无法根治，
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最终
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高考。

改革之难，不仅仅难在触动
利益的制度设计，也难在以什么
样的理念、什么样的价值作为改
革的思想支撑，在教育领域的改
革，更是如此。如果说，我们过去
的教育，是通过考试制度下的“以

分取人”把公平放在了首要位置，
那么，当前透露的改革方向，则是
在公平基础上，让教育更尊重个
性、体现个性。这不仅仅是通过高
考改革撬动整个教育链条的良性
发展，更是体现了教育理念的提
升，推动着教育向“每个孩子都是
独特的、都是与众不同的”这一最
根本认知回归。

当然，要迈好这一大步，并不
容易。在设计科学的同时兼顾公
平，尽可能保证学业水平考试和
综合素质评价的客观、准确、公
正，还需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
学校共同努力。但是，再深的水也
得趟，再难的关也得过，再复杂的
题也得解。毕竟，教育关乎我们的
命运，更关乎民族的未来。（摘自

《人民日报》，作者赵婀娜）

慈善立法要更多倾听民间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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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场合“不笑”也是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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