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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平

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

减负不等于减责任

为基层松绑减负，是为了让广大基层干部更好地
解难题、办实事。然而，减负不等于减责任，决不能
以减负为借口来搞不作为、慢作为那一套。

正确开展为基层松绑减负的工作，须防止从一个
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减负不能搞“一刀切”，该开
的会、该发的文、该有的督查检查考核一样都不能
少，该有的责任担当更不能缺位。减负犹如瘦身，是
为了拥有更健康的体魄，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
和精力投身推动发展、服务民生的实际工作，决非

“甩包袱”“撂挑子”。为此，我们既要解决客观存在
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也要改进干部考核体
系，让敢担当、肯实干的干部受激励、得重用，形成
想干事、愿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浓厚氛围。

（朱慧卿 图 范嘉欣 文）

赓续“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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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子在冬天外出遛狗，走上结冰河面，不慎落水溺
亡。随后，死者家属将北京市水务局、丰台区水务局、北京
市永定河管理处、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起诉至法院，索赔62
万元。近日，丰台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并在判决中指出，成年人应是自身安危的第一责任人，不能
把自己的安危寄托在国家相关机构无时无刻的提醒下。不能
以情感或结果责任主义为导向，将损失交由不构成侵权的他
方承担。

近年来，类似的索赔事件时有发生。比如，有人在水库
游泳溺亡，其家属要求水库管理方承担赔偿责任；有人到野
外探险摔伤，要求相关部门赔偿损失；等等。抱着息事宁人
的心态，一些“责任人”会自认倒霉，与对方协商后赔钱了
事。与之相反，前述司法判决表明，“任性”冒险须自担责
任，不能找别人“背锅”。

人们在工作生活中难免会发生一些意外，一旦造成人身
或财产损失，受害人有权依法要求对风险负有控制义务者承
担赔偿责任。对此，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
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比如，有人在逛商场时因地面积水不慎摔倒，或者只是想使用商场的卫生
间而非购物，却不慎摔倒，商场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是因为，公共场所
面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开放，其中既有年轻力壮者，也有老幼病残者；既有小心
谨慎者，也有粗枝大叶者，在安全保障上必须考虑到多数人的性格特征和注意
程度，适用更严格的安全保护和提醒义务，否则，管理方不仅要承担侵权责
任，还可能面临停业整顿等法律风险。

但是，未开发为景区的水库、森林、河流、野外“无人区”等，并不属于
供人们正常活动、通行的公共场所，不能要求相关部门对在此类区域“探险”

“冒险”的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否则，法律对于风险控制义务的要求就显得过
于苛刻，很可能导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荒唐事频现，让有关部门
和一些行业的经营者在工作中畏首畏尾，给公众造成不便。

诚然，人们开展正常社会活动或“探险”活动的权利应得到尊重。但是，
当某人在已经预知风险的情况下还要实施冒险行为，就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损
害后果。特别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即便没有看到相关部门或单位张贴的警示标
志，依据生活常识，也可以预判在相关场所开展活动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危险。
对此，一个成年人应当作出趋利避害的理性判断，不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更
不能一意孤行，在发生危险后又以弱势群体自居，要求他人赔偿。

判断是非对错，明晰责权归属，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不能以
“死者为大”“谁弱谁有理”为由，将损失交由没有构成侵权的他方承担。只有
这样，才符合法治社会中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契合人们心中的正义观，有利
于引导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对各种规则保持起码的尊重，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秩
序、提升公众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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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是非对错，明晰责权归属，须有
相应的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不能以“死
者为大”“谁弱谁有理”为由，将损失交
由没有构成侵权的他方承担

锤炼共产党人的政治风骨

人们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是否有风骨，关键看他有没有担当，能不能坚持原则，敢不敢斗争

王厚明

国家卫健委近日公布相关调查结果称，目前我国低年龄段近视问题比较突
出。同时提示，不科学使用电子产品是近视高发的主因之一，6岁以下儿童要尽
量避免使用手机和电脑，家长在孩子面前应尽量少使用电子产品。

实践证明，沉迷于电子产品的孩子动手能力差、社会交际能力弱、记忆力难
以提高。而且，电子产品带来的辐射，会对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尤其会对脑、心
血管、生殖系统造成影响。显而易见的是，现在近视的孩子越来越多，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要解决这个问题，家长应身体力行，既要做合
理、适度使用电子产品的垂范者，也要在家庭教育中多陪伴、不缺位，做促进孩
子身心健康发展的良师益友，并与孩子一起探索善用电子产品的途径。学校和教
师也要负起严管和厚爱的责任，通过组织学生讨论、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范等，
培养学生的契约精神，激发学生自主思考与自我管理的内生动力，不让孩子迷失
在电子产品里。

（盛 会——河南内乡）

宣传标语莫滥用

“父母是什么职业”“什么时候要孩子”“购房是用贷款还是全款”……一些
求职者反映，自己在面试时常被问及个人隐私，虽不想回答，但为了找工作又不
得不说。

一些企业面试时为何喜欢“扒”隐私？有的是为了预估企业的用工成本，确
保招聘人员高效工作。有的是为了考察求职者的应对能力，判断其是否适合相关
工作岗位。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扒”隐私式的面试都是要不得的。我国劳
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
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用人单位的知情权仅限于劳动者的健康状
况、知识技能、工作经历等“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至于劳动者是
否有老人需要赡养、购房是否用贷款等，则属于个人隐私，不属于用人单位的知
情范围。而且，“扒”隐私式面试对求职者不公平，容易加重招聘过程中的主观
判断成分，可能演变成就业歧视。因此，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引导，规范企业
的招聘行为，充分尊重公民的隐私权，更好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何勇海——四川成都）

悬挂、张贴标语是扩大宣传影响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现实中却存在着一
些乱贴标语、滥挂条幅的现象。比如，有的标语内容不规范，相关提法不知道从
何而来，甚至引起误会；有的地方事无巨细皆贴标语，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等
等。这些宣传标语散滥的问题，亟待整治。

宣传标语散滥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一些人善于做表面文章，把张贴标语
当作展现工作态度、反映工作成绩的捷径，缺乏担当实干的能力。要解决一些地
方标语散滥的问题，就必须向形式主义“开刀”，通过科学设置政绩考核体系，
引导干部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实际工作上。要在规范管理上下功夫，大力整治
宣传标语“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等问题，对数量过多、内容重
复的标语要精简，对不符合宣传标准的标语应一律撤除，长期不整改的应予问
责。同时，要创新工作方法，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拓展宣传途径，以更务实、更高
效的手段向群众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

（潘铎印——山东青岛)

防止电子产品危害孩子健康

面试须尊重公民隐私权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
大党员干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
前进”。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
会上，他再次强调，“民族复兴的使
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
要靠奋斗来扬起”“今天，我们的生
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
少，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好传统一点
都不能丢”。

提起奋斗，不少人的脑海里会浮
现出先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情
景。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华优秀儿女的
接续奋斗，才使得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兴旺发达，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标
识。在这支光荣的队伍里，时时刻刻
活跃着青年奋斗的身影。从战争年代

的杨靖宇、赵一曼、陈树湘、刘胡
兰、江竹筠、邱少云、黄继光，到和
平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雷锋、王继才以
及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团队、
北斗团队……一代又一代青年才俊用
热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青春之歌，
展现出永久奋斗的人生风采。

宏伟目标、伟大梦想，始于不懈
奋斗、成于不懈奋斗。因为奋斗，我
们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
大山”，迎来了天安门前五星红旗高
高飘扬；因为奋斗，我们改变了一穷
二白的落后面貌，实现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因为奋
斗，我们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昂首阔步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
得，中国飞跃发展，中华民族振兴，
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
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
个光明的中国”。

恩格斯说过，人们创造历史的
活动，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
的 一 种 总 的 合 力 。 历 史 的 宏 大 叙
事，离不开个体的踊跃参与；实现
伟大梦想，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接
续奋斗。当年，动员青年参加国家

建设时，有一句常讲的话：“回首火
红的年代，你的孙子问你：‘爷爷、
奶奶，当年你在哪里？’你将怎样回
答？”在伟大理想信念的激励下，无
数有志青年离别家乡，奔赴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干出了轰轰烈烈的事业。
面对历史，那一代青年是问心无愧
的，因为他们用奋斗书写了壮美的
人生。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新
时代青年的手中，唯有像前辈那样
珍惜韶华、不负青春，赓续永久奋
斗的伟大传统，方能续写新时代的
青春之歌。

“信仰是大海航行的灯塔，信念
是破浪前进的引擎，信心是迎风蓄力
的风帆。”信仰、信念、信心，是永
久奋斗的不竭动力，任何时候都至关
重要。青年一代要担当历史重任，不
负人民重托，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筑
牢精神支柱，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新
时代新天地中去，把个人的理想追求
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
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用信仰、
信念、信心激发的不竭动力，为人民
幸福、民族复兴建功立业。

理 想 越 是 远 大 ， 奋 斗 越 是 艰
辛。今天，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亿万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而顽强拼搏。当此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
陡”之时，“一切视探索尝试为畏
途、一切把负重前行当吃亏、一切

‘躲进小楼成一统’逃避责任的思想
和行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成不了
事的，也是难以真正获得人生快乐
的”。新时代的青年只有树立勇于奋
斗、不懈奋斗的思想，以愚公“挖
山不止”的精神激励自己，勇挑重
担、勇克难关、勇斗风险，方能斩
关夺隘、一往无前，用奋斗的犁铧
开辟希望的原野。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奋斗
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在做好每
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
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雷锋之所以
伟大，因为他懂得“人的生命是有限
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只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
民服务之中，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享受奋斗的乐趣。青年讲奋斗不能
好高骛远，“这山望着那山高”，更
不能做“行动的矮子”，而必须立足
岗位、抓住当下，沉下心来真抓实
干，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才能在
勇毅笃行中成就青春梦想。

风骨，原本用来形容文学作品刚
健遒劲的格调。魏晋以后，开始用来
品评人物，多指人的品格刚正。一直
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强调做人
要有风骨、有气节，特别是政治人
物，要练就一副铮铮铁骨，才能经受
考验、赢得挑战。前不久中共中央印
发的 《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
见》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
育党员干部政治气节、政治风骨”。
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如何培育政
治风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充盈的浩
然正气，值得深思。

政治操守正，政治风骨硬。政治
操守是融于政治信仰的高尚价值追
求，它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
因，以红色革命精神为底色，既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的品格，也有“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更有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勇
毅。今天的共产党人要树立良好的政

治操守，就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明党的政治
纪律，严守党的政治规矩，增强用政
治观念指导工作的能力。

涵养政治操守，必须加强理论修
养，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刘少奇
同志曾指出：“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

‘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
惑。”现实中，理论修养是一名共产
党员政治操守的外在表现。党员干部
如果不注重加强理论修养，理想信念
就容易出问题。比如，有的不信马列
信鬼神，不信理想信方术，不敬人民
敬“大师”，精神世界极度空虚；有
的把共产主义看成虚无缥缈的海市蜃
楼，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
思想消极颓废；有的把西方三权分
立、多党制那一套奉为圭臬，价值观
发生偏差；等等。追根溯源，这些问
题皆与理论修养不够有关。在当今世
界风云变幻、当代中国深刻变革、社
会思想多元多变的背景下，广大党员
干部只有不断加强理论武装，才能不
为风险所惧、不为干扰所惑，始终保
持战略定力，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
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要挺起政治担当，坚持原则，敢

于斗争。古往今来，人们评价一个政
治人物是否有风骨，关键看他有没有
担当，能不能坚持原则，敢不敢斗
争。现实中，一些人不问政治是非、
不讲政治原则。比如，有的“爱惜羽
毛”，奉行“明哲保身”那一套，在
大是大非面前当起了无原则的“好好
先生”；有的投机钻营，热衷于和一
些“有家底”“有来头”“有背景”的
人交往，遇事对自己有利的就上、不
利的就躲，遇到重大政治事件和敏感
问题没有态度，甚至耍滑头、当“墙
头草”；等等。这些没有政治风骨的
人，在关键时刻经受不住考验，必定
是靠不住的。强化政治担当，增强斗
争精神，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树立鲜明
的选人用人导向，把那些敢于担当、
善于实干的干部选出来，把那些在急
难险重任务面前站得出来、顶得上去
的干部用起来，让患得患失、偷奸耍
滑、投机钻营的干部没市场。只有让
有政治风骨、有担当自觉的干部受提
拔、得重用，干部队伍才会见贤思
齐，把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到推动发
展、服务民生上来。

要坚持廉洁自律，堂堂正正做
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廉洁从政，一靠
监督，二靠自律。明朝大臣于谦一贯
廉洁，“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

在人间”这一句耳熟能详的诗，正是
对他政治风骨的真实写照，其中包含
着强烈的自律意识。革命老人谢觉哉
把自律自省比作“跟自己打官司”，
即自己当被告，自己当律师，自己当
法官，对自己的缺点毫不客气，表现
出严于律己的革命精神。周恩来同志
一生“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
他为自己写下 《我的修养要则》，为
亲属制订 《十条家规》，并身体力
行，堪为廉洁自律的楷模。从政为官
者如果疏于自律，政治上就难以保持

“耳聪目明”，思想上更难以做到“一
尘不染”，很可能从小事失格、小节
犯错开始，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困
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查处了一
批腐败案件，一些领导干部落马，其
堕落轨迹中皆有不自省、不自律的印
记，教训深刻。

实践证明，廉洁自律是培育政治
气节、政治风骨的重要前提。广大党
员干部要把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作为安身立命的“压舱石”，坚
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审慎处
理好自己的“生活圈”“交际圈”和

“娱乐圈”，坚决防范“糖衣炮弹”的
腐蚀，做到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
不取、不正之风不沾、不法之事不
干，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
政治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