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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海清

近日，中央电视台以《当干部
就应该能吃亏》为题，报道了河南
省濮阳县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
成的先进事迹。李连成是全国劳动
模范，在当村支书的 20 多年里，
甘于吃亏、勇于吃苦，带领“一穷
二白”的西辛庄发展成人均年收入
近3万元的“全国文明村”。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是李
连成的座右铭，以他为原型创作的
豫剧 《村官李天成》，受到广泛赞
誉，其中唱段《吃亏歌》道出了李
连成事迹的精髓：当干部就应该能
吃亏，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当干
部就应该肯吃亏，肯吃亏自然就有
权威；当干部就应该常吃亏，常吃
亏才能有所作为；当干部就应该多
吃亏，多吃亏才能有人跟随；能吃
亏、肯吃亏、不断吃亏，工作才能
往前推；常吃亏、多吃亏、一直吃
亏，在人前你才好吐气扬眉；吃亏
吃亏能吃亏，莫计较多少赚与赔；
吃亏吃亏常吃亏，你永远不会把包
袱背；吃亏吃亏多吃亏，吃亏吃得
众人归，吃得你人格闪光辉！

因为当村干部，李连成的确是
“吃了大亏”：村里发展大棚蔬菜，
他免费提供技术；贫困户没有资
金，他就把自家大棚无偿转给贫困
户；村里搞新村规划建设，他给自
家选的宅基地是村南的一个臭水
坑，最差的一块地方；他还做到不
喝村里一盅酒，不吸村里一支烟，
不乱花村里一分钱。也就是说，李
连成贴钱费力给村里办事情，自己
却没得到一点好处。

那么，李连成当干部究竟图
啥？可以说，吃的是亏，赢的是口
碑。李连成为村民利益吃亏，表面
上看，自己失去了一些物质利益，
但收获的是村民的信任和拥护，这
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无价之宝。
在李连成看来，因这样“吃亏”而
被称为“傻子”，并不是贬义和羞
辱，而是对一种崇高境界的表达。

“能吃亏”，先人后己、无私奉献，
一直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比
如，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党员
干部就是有甘当“傻子”、“能吃亏”
的精神，有“毫不利己、一心为民”的
高尚品质，才被群众所敬仰。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

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
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
深刻变化。有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
缺失，私欲膨胀，漠视群众疾苦，
唯恐自己吃亏，一门心思占便宜。
有的农村基层干部甚至堕落成乡村
恶霸，欺压百姓。而李连成当干部
秉持的理念是：“听老百姓的。”他
最清楚，群众盼的是共同富裕，最
反对的是干部多吃多占。当村支书
的第一天，他就对村民立下誓言：
不占村里一点便宜。

干部要履职干事，当然得付出
一些代价。李连成“能吃亏”，其
实是“实干”“苦干”“抢着干”的
代名词。“发展不能总走老路子”，
他带领大家建起股份制企业，创办
工 业 集 聚 区 ， 实 现 年 产 值 10 亿
元，利税近亿元。村民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教育、养老
服务，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
福感，“能吃亏”的李连成赢得群
众的充分信任。

宁波人有一句老话：“要弄
好，大当小。”意思是说要想办好
一件事，身份地位高的一方就要做
到谦虚、谦让。不曾想，此话被千

里之外的李连成所印证，再次说明
了一个道理：“能吃亏”，可以让干
部的非权力影响力发挥到极致，成
为干群关系的“粘合剂”。对每个
干部来说，权力影响力是一样的，
领导成效的差异，关键在于非权力
影响力也就是人格魅力。

李连成说：“只有村干部吃了
亏，吃了苦，给全村干了，全村才
能听支部的话。”正如 《吃亏歌》
所唱“多吃亏才能有人跟随”。在
李连成当村支书的 20 多年里，全
村没有出现一起上访告状的事情，
他“能吃亏”的影响功不可没。相
比之下，有的干部遇事不从自身找
原因，总是抱怨群众觉悟低，信奉

“重罚之下，必有良民”的歪理，
显然是走偏了路子。

李连成的事迹极具典型性和感
染力，一首《吃亏歌》在情在理接
地气，值得每个党员干部认真听一
听、好好唱一唱。

当干部就要会唱《吃亏歌》

史洪举

12 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十二届全国
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
胜明表示，校园暴力或者校园欺凌
各地都有发生，有的行为非常恶
劣，对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和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社
会也广泛关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
委员会建议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修法过程
中，一定会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提
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3月13日

《新京报》）。
近几年，校园暴力、校园霸凌

事件屡屡发生，且很多事件情节极
其恶劣，令人发指，通过媒体广为
传播后，更刺激着公众的敏感神
经。尤其不能忽视的是，目前的法
律对霸凌事件中未成年施暴者的惩
戒相当“软弱无力”，导致学校不
敢理直气壮地管教、惩戒犯错者。

因而，对这种现象必须及时纠正，
赋予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对霸凌的重
要内涵，并有针对性地解决校园暴
力问题。

目前，多数校园霸凌的施暴者
未满 16 周岁，有的甚至未满 14 周
岁。这样一来，即便造成严重后
果，也无法对其施加治安管理处
罚，遑论刑事制裁。而且，在一些
家长的过分溺爱护短下，加上社会
对教育机构存在苛刻偏见的背景，
甚至无人敢对施暴者批评教育。有
的案件中，施暴者即便由人民法院
判决了民事赔偿，也均由其监护人
承担，施暴者毫无感觉。

上述现状，无异于让未成年身
份成了施暴者肆意妄为、欺凌他
人、为非作歹的“护身符”。施暴
者根本体验不到无视规则的任何后
果，根本不会树立起对法律的敬畏
意识。这也是“重保护，轻处罚”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被指责为“未成
年人犯罪保护法”的主要原因。

特别不能忽视的是，校园霸凌
的主要受害者也是未成年人。这些
未成年人的身心创伤更应得到抚
慰，其合法权益更应得到重视和维
护。根据法律的利益平衡原则，奉
公守法的受害人的权益也比施暴者
的权益更值得重视和救济。而且，
如果不及时惩戒、矫正施暴者，其
有可能更加无法无天，走上邪路。
也就是说，不能以保护未成年人之
名放过施暴者而漠视受害者的呼声
与哭泣。这将让受害人感觉不到法
律带来的公平正义和制度温暖，是
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能承受之
重。

因而，必须正视、解决发生在
未成年人之间的霸凌问题，把反对
霸凌作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重要原
则和内涵提上立法议程。据报道，
美国的很多州规定了反霸凌法，明
确了学校的惩罚权，一旦发生霸凌
事件，学校就可以及时采取行动。
2016 年 11 月 1 日，教育部等九部

门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
暴力的指导意见》指出，对屡教不
改、多次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
应登记在案并将其表现记入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必要时转入专门学校
就读。这说明“反霸凌”已成众望
所归。

具体而言，将来的未成年人保
护立法应做到教育、保护与惩戒并
重，并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是
应摒弃过分偏袒的传统思路，明确
反对霸凌，惩戒未成年施暴者的基
本原则。二是不妨让学校承担整治
校园暴力的职责，赋予学校适当惩
戒权，对有暴力、霸凌倾向的学生
及时教育、批评乃至惩戒。三是对
屡教不改、多次施暴且情节恶劣
者，有必要将其转入专门学校，以
强力手段矫正其不良行为。如此，
才是既维护受害者权益，又避免施
暴者滑向深渊的两全其美做法，有
利于每一个未成年人成长为健全的
公民。

反霸凌应成未成年人保护法重要内涵

张敬伟

3月 1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举行记者会。十二届全
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
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切实解决
我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采取的一
个很重要的改革政策，也是当前
中国经济政策的主线。他强调，

“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不是简单“关停并转”，不能把
传统产业都当成落后产业。

此论化解了“三去一降一
补”中的市场疑惑，也指出一些
地方执行任务时的偏颇之处。

“三去一降一补”还是进行时，
供给侧机构性改革还须持续推
进。但是，地方政府应深刻理解

“三去一降一补”的内涵，把握
好改革的力度和尺度，真正提高
供给质量，而不是通过简单粗暴
的行政命令，误伤一些传统产
业。

产业链有高中低端，产业也
有传统和新兴之分，如此才构成
现实的市场系统。在经济学领
域，有一二三产业之分；在西方
国家，也存在夕阳、朝阳产业划
分。无论哪种产业，都是市场主
体，都曾或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只不过，市场是个动态运转和升
级更新的大系统，会与时俱进。
因此，新兴产业会逐步替代传统
产业，成为市场最活跃的因素
——产业更新迭代由此而生。但
是，这一更新迭代是个漫长的过
程，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区隔
也有相对性。传统产业曾经是过
去的新兴产业，现在的新兴产业
也会成为将来的传统或夕阳产
业。

在此情势下，落实“三去一
降 一 补 ” 其 实 有 章 可 循 ， 该

“去”的去，该“降”的降，该

“补”的补，政府给予政策引导，
关键还是要靠市场来解决沉疴。
但从“三去一降一补”的落实情
况看，还存在走偏失序的情况。
一方面，有些地方存在地方政绩
思维，对于一些落后产能和僵尸
企业心存“怜悯”，不愿意“去”
和“降”。几次国家督导，总有地
方顶风作案，从而导致很多地方
官员被警告。另一方面，在执行

“三去一降一补”时步入另一极
端，就是对传统产业不加区分地

“关停并转”，行政手段这只“看得
见的手”过于鲁莽武断，让一些还
有发展空间、还能优化提升和转型
升级的传统产业“休克”退市。如
此，不仅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
而且导致产业工人失业，更会带来
银行风险。

更重要的是，有些地方特别是
经济欠发达地区，本身就没有涵育
出高端先进产业，市场体系主要以
传统产业为主。如果将传统产业

“一刀切”，当地产业体系将会崩
盘，从而带来系统性金融叠加社会
风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5
年来，我国已退出钢铁产能 1.7 亿
吨以上、煤炭产能 8亿吨，安置分
流职工 110多万人等。需要指出的
是，“三去一降一补”还要继续解
决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须持续
推进，但是要辩证地处理好传统产
业的问题。落后产能、产业特别是
僵尸企业，可以通过行政促进的方
式，让其快些退市，而对于一些还
有希望的传统产业，地方政府不仅
要“手下留情”，而且要给予充分
支持。

笔者认为，对于传统产业，不
能简单地“降”和“去”，转型升
级才是应有之义。除了新技术手
段，还应该更好地运用市场化、法
治化手段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通过完善产业政策激活市场机制，
促进相关传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给传统产业
一个市场优化的机会

雪 冰

据媒体报道，前段时间，宁波
不少地方的特色产品、特色小吃登
上大雅之堂，纷纷登陆央视。比
如，“慈溪杨梅”亮相农产品地理
标志纪录片 《源味中国》；慈溪年
味登上央视科教频道；慈溪瓯乐登
陆央视音乐频道；宁波尖角汤圆、
年糕饺成为 《舌尖 3》 主角；甬菜
大师组团，异国皇室接待，春节期
间浓郁“宁波味”弥漫泰国……

探究其中原因，或许正如慈溪
龙腾青瓷研究所的沈燕荣所说：

“盛产杨梅的慈溪有做杨梅酒、送
杨梅酒的传统，什么样的好瓶罐配
得上灌装我们的杨梅酒，最好的便

是越窑青瓷，因此我们设计了一套
青瓷杨梅酒瓶来灌装杨梅酒。”他
认为，央视到他们那儿录制节目，
或许主要因为作为地标产品的杨梅
与青瓷搭档是绝配。

从特色小吃、特色风味到地方
特色商品，应用特色产品来包装正
成为风气。像宁海一市，给青蟹松
绑，让它住上“安居房”，将包装
盒设计得比蟹身稍大，青蟹无法乱
动，市民用手拿着也没事。盒子采
用食用级 pp 材料制作，上下有镂
空，既便于用筷子不开盒杀青蟹，
也便于用微波炉直接清蒸。正是有
了“安居房”这种特色包装，青蟹
走上淘宝，远销各地。相比之下，
不少“非特”农产品，没有特色

性，也没有特色包装，市场竞争力
就差了很多，时见销售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
兴战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
农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诸如

“慈溪杨梅酒”的好酒配好瓶，无
疑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战术”。杨
梅酒是地方特色酒，虽有特色，但
销售终究存在局限性。而装进越窑
青瓷，身价便倍增，因此登上《源
味中国》，销路也随之大开。这
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任何
商品，不能重包装不重内涵，绝不
允许过度包装。但特色包装并非过
度包装，是商品、包装两全其美、
相得益彰的必要之举，是既重里子
又重面子的做法。

“越窑青瓷装杨梅酒”是两全其美

赵继承

近段时间，奉化溪口镇新建
村“赏梅游”又火了一把：一边
是美景吸引游客络绎不绝前去参
观游玩，一边是不少游客在微信
朋友圈和网络论坛吐槽：通往新
建村道路全天堵得水泄不通，在
附近找个停车场也难，有时还遭
遇临时封路，碰到“拦路虎”，
进出车辆超饱和，不许游客车辆
进入，被迫败兴而归。

乡村游服务功能不完备的问
题，在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比
如，一到杨梅采摘期，当地宾
馆得提前一两个月订，让不少
游客望而却步；一到有的山区
景 点 和 民 宿 ， 手 机 信 号 就 消
失，人就“失联”；更有一些景
点，来去一趟好几个小时，能
看 的 景 点 只 有 一 处 ， 吃 农 家
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之类
体验活动很少等等。

这几年，民宿经济、乡村旅
游等新兴业态发展迅速，大量游
客涌入，当地的宾馆、餐饮、交
通、停车场、通信等服务保障功
能明显不足，加上农村环境治理
不力、文明程度相对不高等问
题，已成为提升乡村游质量和招
揽游客的短板。

原因很清楚，就是规划设计
要么急于一时，缺少长远、全面

的科学规划，要么就是改扩建力
度、进度跟不上趟。我市的特色乡
村大多深入“腹地”，公共服务、
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
对滞后，如果进行大规模建设和改
造，往往牵涉附近几个村，甚至事
关整个乡镇 （街道） 的规划。比
如，通往一些特色乡村的道路，要
经过几个村，纵然这个村想修路，
也只能修自己那一段，想要得到其
他村配合，简直“比登天还难”：
一来附近村的路况本来就很一般，
二来其他村往往有“我们出钱修
路，反而你们受益”的想法，积极
性不高。有时，即使上级出面协
调，也会因房屋拆迁、土地占用等
补偿问题难以达成一致。另外，受
村级经济条件限制，要有一个“完
美”的规划，单靠一个村的力量完
成，困难确实很大。

壮大乡村游，靠某个行政村单
打 独 斗 不 行 ， 必 须 下 好 “ 一 盘
棋”。而这“一盘棋”就要靠乡镇

（街道） 或更上一级的党委、政府
来下，培育、选定、规划、设计、
实施乡村游项目时，主动“沉下
去”做工作，整合各方资源力量，
防止某个行政村、某个区块的建设
布局分散、集聚程度不高、功能不
完备等问题发生，保障基础设施、
服务设施统建统改、合理配置、集
约利用、集聚辐射，最终实现“一
村兴、村村兴、面面兴”。

完备乡村游功能
要下好“一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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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青蟹的“安居房”

越窑青瓷瓶装杨梅酒

据新华社报道，根据
《2017 中国反通讯网络诈
骗报告》 显示，老人正成
为通讯网络诈骗受损金额
最大的群体，其中 56 岁
至 60 岁的老人平均受骗
金 额 最 高 ， 超 过 4000
元。据了解，针对老人的
诈骗案件类型众多，包括
投资“养老院”、民间高
息融资、购买“保健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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