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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诲是条漫长的道路" 榜样是条捷

径# $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实践中"榜样作为先

进典型"既是看得见的哲理"又是最好的说

服"往往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反面典型也

同样富有生动的教育价值"能够取得深刻的

教育效果# 正在深入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能不能推动广大领导干部真正从思想

上%政治上%作风上严起来%实起来"很重要

的一条就是善不善于用好先进典型和反面

典型这!两面镜子$#

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可以知崇高"重在

找差距# 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杨善洲等

先进典型以身载道%以行示范"深刻诠释了

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与价值信念"生动彰显

了!严$的精神与!实$的作风# 以他们为镜"

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能够照出

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照出努力的方向和路

径# 以他们为标杆"不断汲取精神力量"不断

提升完善自己"!三严三实$的要求方能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

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可以明底线"重在

找问题# 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

重违纪违法案件令人震惊"让人警醒# 他们

从理想信念%纪律规矩%党性原则%权力观%

地位观%利益观等方面"抛弃了为官从政的

基本底线"放松了!严$与!实$的内心规约"

由此逐渐滑入腐败深渊# 把他们作为反面教

材"通过专题研讨剖析根源"认清危害"才能

知敬畏%明底线 %受警醒 "进而强化问题导

向"对照检查有没有突破底线%不守规矩的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防微杜渐"不断净

化革新#

用好!两面镜子$"关键在!换位意识$#

古人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这里的!思$与!内自省$"用今天百姓的话来

讲"就是把自己摆进去"富有!换位意识$# 面

对!两面镜子$"如果秉持!他是他%我是我$

的态度"缺乏自我审视"不作换位思考"再深

刻的典型也会失去应有的力量# 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和工作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思

想和灵魂就会受到深刻触动"就有改变的行

动自觉#

用好!两面镜子$"根本在立行立改# !为

者常成"行者常至$# 面对先进典型仅是!思

其贤$"面对反面典型光是!内自省$"而不能

见诸行动"结果仍然等于零# 意识到反面典

型的违纪违法始于失规失范"就要严守纪律

和规矩"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防止!白

袍点墨$%一念之差# 对照一些腐败分子胆大

妄为%为所欲为的恶果"就要从心灵深处敬

畏组织%敬畏群众%敬畏权力%敬畏责任# 这

种立行立改%用行动说话的作风"正是!三严

三实$精神的要义所在"也是对!三严三实$

要求最有力的响应#

%转自'人民日报(&

"补砖头#不如"补人头$

!

心萍

不久前"笔者在北京某小区租

下了一套房子"签约时对方百般叮

嘱&若有人来盘问"就说是他的亲

戚"暂时借住# 原来"这是一套公租

房"!房主$每月交付租金
!4$$

元"

又转手以
""$$

元的价格租给了

我#

根据北京市的公租房管理细

则"公租房禁止转租"而且有非常

明确的处罚条款'''五年内不予

配租%配售保障性住房# 那么"为何

仍有人心存侥幸"将产权属于 !公

家$的房子转租牟取私利呢(

监管有难度# 自公租房推出以

来" 主管部门各类暗访行动不断"

北京市甚至为公租房小区配备了

房管员"实行入户检查# 但不得不

承认"对公租房的监管确有一定难

度'''按照规定"每名房管员需要

管理约上百套公租房"不可能做到

高频次入户检查# 即便实现了常态

化%高频次入户检查"以亲戚%朋友

借住等作为理由也可轻松规避处

罚#

市场有需求# 只要大城市中低

端住房依旧供不应求"公租房申请

人就可以将政府给予的住房福

利'''公租房出租"获取更多货币

福利# 由于公租房转租导致住房租

赁市场总供给增加"一定程度上平

抑了大城市居高不下的租房价格"

承租人在某种意义上也间接享受

了政府提供的住房福利# 这也是为

什么许多人愿意充当!临时亲戚$"

接受转租的公租房的原因#

政府建设公租房 "是通过 !补

砖头$的形式"对社会财富进行二

次分配" 让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

!居者有其屋$# 公租房转租则扭曲

了政府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侵害了

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也让一部分人

在!灰色地带$倚房食利# 对此"还

应积极想办法治理#

实践证明"消除公租房转租现

象"靠监管去堵"效果并不理想# 笔

者认为"政府除了增加保障性住房

供给"即!补砖头$"还应尝试其他

住房福利供给方式"如为低收入家

庭发放住房补贴"即!补人头$#

当住房市场供给严重不足时"

!补砖头$的做法效率更高"能推动

房企多盖价格实惠的保障性住房#

然而"自
3$!-

年起"我国城镇户均

住房拥有量已经超过
!

套"随着房

源慢慢增多"!补人头$的优势将逐

渐体现'''居民持币自由选择最

满意的房子#

其实 "不光是住房保障 "对生

活保障等各类公共福利来说"货币

性福利是最佳的承载方式# 根据经

济学原理" 当市场信息透明公开"

货币性福利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

手段# !补砖头$等计划性补贴除了

前期投入"还需要建立相配套的制

度"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来实现资

源的合理使用# 而货币补贴则可利

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以保证公平#

当然 " 这种住房福利供给方

式的转变从全国看 " 需要一个双

轨并行的过渡期"但在一时一地 "

只能二者选其一'''如果一个城

市既 !补砖头 $又 !补人头 $"那么

结果将是一部分人手握有补贴的

低价房源 " 另一部分人手持含补

贴的租房款 " 其余的人则将承受

资源扭曲配置导致的 !啥好处也

捞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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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政放权%创新驱动到扶持小微企业"再到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等"国家层面促进!双创$的举措"正不断改善着创业创新的土壤#

!商海春&

在劳动中激活创造力

!

长鱼

!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

会思考# 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 $这篇课文"想

必不少人在小学语文课上都学过# 课文中所讲的

道理再简单不过&人既要善于从事脑力劳动"也要

善于从事体力劳动"既要会动脑又要会动手"既要

会!学$又要会!做$"如此才能激发出创造力#

这篇短短的课文" 改编自我国著名教育家陶

行知先生的)手脑相长歌*#其实"这首儿歌不仅是

对每个孩子的教育劝导"更是陶行知倡导的!知行

合一$教育理论的形象化表述#

如今"虽然!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早已被人

们所认同"但真正实践起来"似乎仍然是!知易行

难$# 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虽然一直在提

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真正被重视的往往

还是严重偏向于!智$育"而劳动教育"无论在学校

教育还是在家庭教育中" 仿佛一直都是个可有可

无的角色#尤其是在应试教育和高考的指挥棒下"

本就少得可怜的劳技课程更是被变着法儿 !异

化$"劳技课姓!智$不姓!劳$"成为其他任课教师

的自留地"早已司空见惯#

由此造成的后果" 一是中小学生普遍缺乏劳

动意识与劳动知识"不会劳动%轻视劳动"不珍惜

劳动成果的现象比比皆是" 不少人上了大学后连

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 铺张浪费起来却不

以为意+二是缺乏劳动与实践辅助的!智$育"使得

学生们动手能力差"空被填满一肚子!死$知识"却

不善于运用于实践"摘得了奥赛奖牌"却难搞出发

明创造#

如今"劳动教育终于用制度加以规范# 日前"

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三部委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拟建立学生

劳动评价制度" 将具体劳动情况和相关事实材料

记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作为升学%评优的重要参

考#这对于以往偏颇的教育评价制度"无疑是一种

矫枉之举#

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其实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大到创造力的发掘"小到生活常识的累积"都离不

开劳动实践# 从身体力行的劳动中获取经验与知

识"正是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主要方式#劳动教

育"其实不仅是简单的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同时

也是教育学生们对知识躬身修行% 用身体丈量世

界的手段#毕竟"书本里的知识本来就是从劳动实

践中得来" 终究也应该回归到劳动实践中才能得

以复活#

深翻土 好扎根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