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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古论今

据史料记载，周武王
打败殷纣王后，问姜太公
该怎样对待殷商臣民。姜
太公建议全部斩尽杀绝，
理由：“臣闻爱其人者，兼
爱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
其余胥。”意思是，我听说如果喜爱一个人，就
连他屋上的乌鸦也喜爱；如果憎恶一个人，就
连他家中的墙壁也厌恶。虽然这个建议最终
没被采纳，但“爱屋及乌”“恶其余胥”作为两
句成语却广为流传。

乌鸦聒噪而爱之，墙壁无言而恨之，“爱”
“恶”至此，可见程度之深，更见程度之过。现
实中，“爱屋及乌”“恶及余胥”的现象并不少
见。这种情绪化的“任性”做法，在日常生活
人际交往中看人待人，也许还无伤大雅；但如
果放在单位识人用人的人事管理上，则会贻害
无穷。比如有的领导对某位干部一旦有好感，
连缺点也不在乎，甚至把它看成优点，遂对他
百般信任，非用不可；而一旦有成见，连优点
也不认可，遂坚决不用，甚至有时因为第一印
象、第一感觉或一句话、一件事，就把他一眼
看死、一棍打死。如此“由点至面”地“扩爱”

“放恶”，必然造成“带病提拔”和“因瑕废玉”。
“爱屋及乌”可能宠至过度，“恶其余胥”难免

会伤及无辜。更有甚者，因为对干部的“爱”“恶”
失度，而造成对干部评价的“好”“差”错位，结果
与实际情况和群众看法有很大出入。有这样的
真实事例，一位领导到新单位任职后，因为他曾
在某个领域工作过，就对该领域的干部另眼相看、
厚爱有加，以致用了不该用的干部，群众议论纷

纷。同时，由于他曾被另一个领域的干部得罪过，
就对现在该领域的干部冷眼相对、厌恶至极。这
个领域负责人，本来德才优秀、表现突出，却常被
这位领导给脸色、穿小鞋，后来又因为工作上的
一个小误会，就事事碰壁、时时遇挫，最后不但没
能提拔使用，还被“洗牌”弄到了一个边缘岗位。
如此识人用人，就是所谓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
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作为干部
本人，无论是占便宜还是受伤害，对单位建设和
事业发展显然都是不利的。

问题更在于，因何而“爱”、为何而“恶”，
究竟是由于偏见还是出于私心，是由于盲目
还是出于有意？因为有时领导赏识重用的干
部而不被群众认可，而领导歧视不用的干部
却反让群众称赞；因为有些与领导关系亲近
的干部时时受重视，而与领导关系疏远的干
部常常被冷落，这就容易给人以人划线、唯亲
是举，甚至是“拉圈子”“搞帮派”的嫌疑。

退一步讲，即便没有私心、并非有意，但因
为领导的“爱”“恶”分明，有些见风使舵之人，也
会通过找领导喜欢的人“曲线救国”来跟人，与
领导讨厌的人“划清界线”来站队。这样一来，
实际上还是引发了团团伙伙、亲亲疏疏。由此
可见，在识人用人上凭个人好恶、感情用事，尽
管性质上不同于封官许愿、卖官鬻爵式的腐败，

但同样会造成用人不公，同
样会影响风气建设、污染政
治生态。

用人以公，方得贤才。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公
正用人，公在公心”，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他指出：“公心归
根到底是对党、对人民、对干部的责任心，坚持
原则、实事求是、敢于负责、公正无私，公平对待
和使用干部”。对于领导者而言，在识别评价和
选拔任用干部中，关键是守规矩、讲原则，说到
底就是防止个人说了算。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

“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
用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政治坚定、实绩
突出、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干部选拔上来，其
中“群众公认”这一条标准对领导凭借个人好恶
而任性用人的问题，就能形成有力制约：只要是
大家公认的好干部，你不喜欢也用得成；如果是
大家认为的差干部，你很喜欢也用不了。

只有不戴“有色眼镜”、不贴各种“标签”，
保持理性态度，听取多方意见，才能对干部客
观看、公道用，以貌取人、以偏概全不行，一厢
情愿、一意孤行不行，随心所欲、随意而为更
不行。做到这一点，不只是眼光的问题，更是
心态的问题；不只是方法的问题，更是胸襟的
问题。做到这一点，不但是对广大干部的公平
和爱护，也是对领导干部的帮助和保护。因为，
用人任性与
用人腐败，
其实就隔了
一张纸。

识人用人莫“爱”“恶”失度
正 祥

“党和政府带头过紧
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
好日子。”全国“两会”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说
了这样一句暖心的话。
过紧日子，意味着要精打
细算，把钱花在刀刃上，
把更多“真金白银”投入
到民生事业上来，让人民
群众分享更多改革发展
成果。

早在2013年的全国
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回
答记者提问时就说“要让
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
要过紧日子”，并表示要

“约法三章”，政府性的楼
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
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
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
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
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
一级做给一级看。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
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
过紧日子思想”，并亲自
我们做出了表率。习近
平总书记到地方视察，既
不住总统套房，又不住五
星级宾馆，只住普通房间；
在吃的方面，他不吃什么

“工作餐”，只吃自助餐。
习近平总书记的行动和
李克强总理的“约法三章”
实际上为广大党员干部
作出了表率，让亿万群众
看到了当年老一辈革命
家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看到了他们艰苦奋斗、朴素廉洁
的风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地方，一些领导干部依然把
过紧日子视作临时现象，习惯用老思维渡难关，对如何
勤俭节约过“紧日子”思之不多，对怎样维持大把花钱
的“好日子”却想方设法。有的违规办事，强派税收指
标征收“过头税”；有的继续摊派，靠不合理行政性罚款
填补收入。这些行为，是对经济形势的一种误判，损害
了群众利益，更背离了中央要求。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紧日子，是我们党的
光荣传统。在今天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大背景下，
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省吃
俭用、勤俭节约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的经济社会能
否持续发展的大问题，是关系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
的形象问题，也是关系到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能否贯
彻落实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停
建楼堂馆所、清理公房公车、压缩政府性文娱庆典活动
等一系列举措接连落地，“三公”经费逐年减少，奢靡之
风明显减少，党政形象大为改善，赢得了人民群众好评。

节用是手段，裕民是目的。大力提倡过紧日子，
只能紧政府不能紧民生。为此，各级政府要牢牢树
立过紧日子思想，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要求，把当
前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节省下来的宝贵资金，真正
用到改善民生的“刀刃”上，确保重点领域的民生
支出不缩水，用政府“紧日子”换百姓“好日子”，这
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满怀
信心地实现国民经济“稳中有进”，及时化解经济发
展 的 忧 患 与 风
险，让老百姓的
幸福指数的提升
更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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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漫谈

据新华网报道，辽宁丹东凤城市春节后的第
一次全市大会，把组织、宣传、统战、政法、项目建
设、招商引资等拟分别开的八个会整合成一个
会，做到了“八会合一”。这种“八会合一”开会
法，不仅让当地基层为之一振，也在网上引发热
评。

八会合一，化多为少、化繁为简，减少了开会
的数量频次，提高了开会的效率，减轻了机关和
基层为筹备会议、参加会议而疲于奔命的负担，
走出了减会增效新路子，为解决文山会海的形式

主义痼疾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作风建设吹起了一
股新风。

如何开会，体现领导干部的作风。开会是
一门学问。领导干部作为会议的主角，往往是
开会频次、长短、参会人员多少的决定者。开
会本是研究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但有的领导
干部整天忙于会议、批阅文件，大部分时间和
精力都用在了文山会海上，开会俨然成了最主
要的工作形式和最核心的工作内容。领导干
部陷入文山会海之中，必然沦为形式主义的附

庸。“八会合一”体现少开会、开短会的会风，是
对开会重形式不重内容、重过程不重结果、重
排场不重实效的摒弃，更是对“为开会而开会”
形式主义的反对。领导干部反对形式主义，要
从整治会风开始，防止出现大搞形式主义的

“无效会议”。
如何开会，考验领导干部的能力。有的领导

尤其喜欢开会，大事小事都要开会。“以会议落实
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领导
干部把开会当成落实，缺少的其实是能力。“八会

合一”要求领导干部开会讲重点、讲短话、讲有用
的话，而不能讲不着边际、长篇大论的话，不能讲
空话大话套话。领导干部开会讲话要挤掉水分，

“愈简短愈好，愈有力愈好”。这要求领导干部平
时必须勤于学习和思考，在实践中加强磨练，不
断锤炼提高讲话的能力水平。

如何开会，检验领导干部的担当。领导干部
如果成天忙于应付文山会海，沉溺于繁文缛节和
会议事务，必定难以做到静下心来谋大事，沉下
身来抓实事。“八会合一”为领导干部省出了大量

的开会时间，使领导干部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每
一项具体工作中去。领导干部要开小会、开短
会、开解决问题的会，真正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
来，把主要精力用在为群众所需要干的大事、好
事和实事上，戒空谈、说实话、求实效、办实事，把
责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敢于担当、
积极作为。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
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层层
发文、层层开会，着力解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
问题。凤城“八会合一”的做法，为我们树立了一
个好榜样，领导干部应该从中获得启迪，改进作
风、提高能力、强化担当，拿出整治文山会海的实
招硬招，在开会这件事上展现出新时代的新气
象，把为基层减负真正落到实处。

“八会合一”开出会议新风
向 秋

据3月16日新华网报道，广东省民政厅为进
一步清理整治“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将在
全省开展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此次清理整
治对象主要是居民区、大型建筑物和道路、街巷等
地名中违反《地名管理条例》和《地名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中地名命名原则、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不规范地名，主要包括：刻意夸大的“大”地名、
崇洋媚外的“洋”地名、追求怪诞离奇的“怪”地名、
一定范围重名或同音的“重”地名。

早在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上，
地名便被正式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

文化载体，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名，都蕴
含着大量的文化基因、地理信息，一定程度上承载
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印记，是“当地人的脸、外地人
的眼”，更是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活名片”。加
强地名文化保护、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有利于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地名“大、洋、怪、重”乱
象，不单广东地区有，全国不
少地方也有。近年来，国家民
政部相继印发《关于开展地名
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关于

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开展了第二次全国地名
普查，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地方“大、洋、
怪、重”等不规范地名仍层出不穷。遏制地名“任
性”，还需多措并举。

地名“任性”，很大程度上缘由经济大发
展时期商业逐利而成。政府
为招商引资、开发商为吸引
眼球，给新建居民区、大型建
筑 物 和 道 路 、街 巷 等 乱 起

“大、洋、怪、重”之名，有的给

人们造成辨识的混乱。地名“任性”，折射出
对传统文化的不自信。轻率割裂历史地名现
象，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地名“任性”，更反
映出缺乏依法管理的积弊。目前的地名管理
法规并没有配套的监督办法和惩戒措施，对
随意更名起名、不按程序申报等，管理部门往
往无可奈何。

遏制地名“任性”，整治只是第一步。从目前
来讲，需要进一步加大舆论宣传，提高社会认知度，
打好持续攻坚战，防止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
—再反弹”的怪圈。从长远来讲，还需法治给力。
一方面，尽快修订《地名管理条例》，理顺管理体制，
完善制度措施，将地名管理纳入法治轨道。另一
方面，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大对
地名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同时，建立地名数据库，
建设地名信息平台，不断探索地名管理服务的新
模式，及时为社会提供准确便捷的标准地名信息。
通过持续发力、多措并举，地名“任性”才能得到真
正遏制。

遏制地名“任性”延续城市文脉
付 彪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在“部长通道”上
字字铿锵地说“要让造假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在记者会上，他再次
用了严厉的一句话来表达态度：假冒就是侵犯了知识产权，就要严厉打
击。要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使制假售假者倾家荡产，公开曝光造假
者，让他在阳光之下无处藏身。

张茅局长的表态让人充满期待：我国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最严
处罚，是不是要呼之欲出了？公众苦假货久矣。这些年，假冒伪劣商品
充斥在老百姓生活中，让相关企业的利益损失惨重，也严重侵害了消费
者的权益，严重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让“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蒙
受阴影与损失。它们如同过街老鼠，人人都在喊打，不少有识之士也早

就在呼吁国家实行最严厉的惩
罚。

使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
起的成本，确实不能再等。假冒伪

劣商品层出不穷、打而不绝的重要原因是：利润太高，违法成本太轻。国
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刘平均曾透露，“前几年我负责打假执法分管的时候，
曾有销售白酒的电商告诉我，假冒茅台50年陈酿，利润比贩毒还高！”“对
于假冒伪劣犯罪分子，10次你抓住了9次，有1次没抓住，他们都能谋取
暴利”。这就不难理解制售假冒伪劣案件为何多是惯犯、累犯所为。

马云也曾公开表示，“目前法律体系的滞后对假货行为构不成威慑，
也为权力寻租留出了巨大空间”：我国法律规定，制假售假案值5万元以
下没有刑事责任；5万元以上的顶多判7年。这是20年前的法律和10多
年前的司法解释，严重脱离实际，结果是今天99%的制假售假行为不了
了之，200万的案值罚20万，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却无人真打。

只有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他们便不能东山再起。在英美
法等国家，让制售假冒伪劣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的办法之一，就是实行
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如199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被加州一法院裁
定，向2名妇女和4个孩子赔偿49亿美元，理由是该公司明知油箱存在
问题，但为利润却不进行修改。而我们对制售假冒伪劣的处罚，有可能
只是隔靴搔痒，难以产生遏制作用。

我们的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必须尽快建立并实行。新《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对消费欺诈虽作出“假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但跟高企
的维权成本相比，补偿远远不够。何况，“假一赔三”远远称不上惩罚性
巨额赔偿。如今打击假冒伪劣，是到了创新制度之时，比如巨额惩罚制
度、内部举报人制度等。

让制售假冒伪劣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除惩罚性巨额赔偿，还包括
从刑法立法入手，降低制售假冒伪劣的入刑门槛，比如像马云所说，“销
售一件假货拘留七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也包括将这类团伙纳入信
用黑名单，限制他们乘飞机、坐高铁、贷款、开公司等，对他们的人身自
由、资源获取产生一定制约，使之寸步难行。如此，他们不仅没有翻身
机会，也失去了获取重要资源的可能。

也要把最严肃的问责落到实处，以倒逼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在打
击假冒伪劣上守土有责，堵塞漏洞，杜绝腐败，强化监管，切实防范。
他们多一份责任，老百姓就多一份放心。

让制假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不能再等
何勇海

某落马高官喜欢看红色影片，常常激动难抑、
泪流满面。可当有人问他，既然常常主动看红色
影片，会不会联系自己的所作所为去反思？他几
乎是不假思索地作答：“不会，从来不会。当时的
感动是真的，但第二天自己想做啥还做啥。”

古语云：“物洗则洁，心洗则清。”改过好比是
洗心，只有从灵魂深处审视自我，正视过错，拿出
脱皮开肉的勇气、洗心革面的毅力、壮士断臂的魄
力，才能痛改前非，实现自新。正因为如此，契诃
夫把改正错误比作“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应

“把这块石头上不是脸的地方都剔掉”。倘若怕
痛、护短、爱面子，不能刀刃向内，就不可能解剖出
自己灵魂深处的“小”和“短”来。

反观现实，一些人面对过错，首先想到的就
是逃避，或者就是遮掩，总会想方设法降低要求、
降低标准，有的讳疾忌医，抱残守缺；有的避重就
轻，蜻蜓点水；有的甚至敷衍塞责，欲盖弥彰。其
结果必然是断送了修正错误、提升自己的良机，
久而久之，则病入膏肓，悔之晚矣。“过也，人皆
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改正错误，需要勇气，需
要忍受痛苦，需要抛开面子。往之不谏，来者可
追。一旦把自己的过错摆出来，并走出错误的阴
影，面对的一定是一个全新的天地。从宋昭公途
穷知过，到廉颇负荆请罪，再到周处迷途知返，无
不证明，勇于正视过错才会有机会突破自我真正
成长，从自我否定实现自我超越。

人原本就在无知中探索，有错误是必然的。
错了就要敢于正视问题，敢于承认不足，敢于承
担责任。怕的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捂着脓包不
让碰。对党员干部来说，就要知耻而后勇，知不
足而奋进，把错误当肥料，将不足当镜子；犯了错
的干部更需学会在逆境中坚挺，牢记使命、肩负
担当、志存高远，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站起来。
只有眼睛向内、刀口向里，瞄准“脓包”，深挖“腐
肉”，以“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的危机感和“近
在眉睫之内”的紧迫感，行之在先、守之更严、纠
之必狠，才能袪病强身，清机洁体，少犯错误、少
走弯路。

陈毅元帅写过这样一首诗：“中夜尝自省，悔
愧难自文。还是鼓勇气，改正再前行。灵魂之深
处，自掘才可能。”人生就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

“较量”。坚持做自己心灵的“主人”，常掸心灵灰
尘、常清思想垃圾、常掏灵魂旮旯，勇于剔除“不是
脸的地方”，我
们 失 去 的 只 是
无谓的躯壳，迎
来 的 必 是 豁 然
开朗的新生。

洗心方可改过
李慧勇

因为工作关系，笔者经常
乘坐公交车往返。令人感到
欣慰的是，让座现象已经非常
普遍。每当有老人、孕妇和带
孩子的家长上车，总有乘客主
动让座，这是一种传统美德，
也是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体
现。

然而，笔者却发现，在大
多数让座过程中，让座的人
不愿多出一声，而被让座的
人也多是一声不吭地直接坐
到座位上。一让一坐之间，
犹如一幕压抑的哑剧，让人
感觉“让座”这个美德少了些
温馨。

在日常生活中，像这样的
让座“哑剧”并不鲜见。也许
有人说这都是小事，说不说无
所谓，其实不然。这不仅属于
基本的礼貌常识，也体现了一
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
质。事实上，让座的人说一声

“您请坐”，更彰显出自己的真
心实意，而被让座的人及时说
声“谢谢”，也体现出对让座者
的感激和尊重。

语言是文明的一面镜
子。默默无闻的文明行为无疑值得赞赏，但有
时“配音”的文明行为更让人如沐春风，更能滋

养美的心灵，彰
显文明行为的魅
力 。 让 座 时 如
此，其它时候也
不例外。

一
让
一
坐
何
妨
多
些
温
情

刘
予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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