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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山西系列腐败案件逐渐浮出水面，坊
间纷纷用“地震”、“塌方”、“溃坝”等词语来形容
它对官场的巨大冲击。这种窝案、串案的发生，
表明当地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出了大问题。

从 2011 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到上海
社保基金案、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案、中石
油腐败大案等，近年来查处的贪腐窝案令人怵目
惊心，贪官被查处后，往往带出其权力“圈子”里
的一批腐败分子，他们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弄
权、搞钱、玩乐的“圈子”，演变为严重危害政治生
态的腐败雾霾。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直接的。法国哲学家爱
尔维修有句名言：“人是环境的产物。”我国东汉

哲学家王充在《论衡》里也说：“譬犹练丝，染之蓝
则青，染之丹则赤。”政治生态好，坏人不敢做坏
事；政治生态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同时，人也
会影响环境。一个人不能正确对待权力、名利、
人情，就容易形成不良从政行为，对整个从政环
境造成“污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
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这
一深刻论断，如黄钟大吕，直指从严治党、端正党
风政风的要害。只有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才
能从根本上确保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走
为民务实清廉的正道，不入贪腐奢靡的歧途。

好的从政环境，需要自律，也就是领导干部要
管好自己。“社会风气不好”、“常在河边走，难免湿

下鞋”等不能成为开脱的理由，领导干部必须对照
“三严三实”的要求，坚守正道、弘扬正气，恪守为
官用权的官德，绝不搞看人下菜、翻云覆雨、口是
心非那一套，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

好的从政环境，还得用制度的笼子“关住”权
力。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
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
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干部要做到正确、规
范使用权力，仅靠自律远远不够。从根本上说，
还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通过完备、严密的
制度设计制约权力的使用，让那些胸无点墨、利
欲熏心的政客无路可走。

当然，单凭个体的力量，不可能主导和改变
一个大环境，必须团队成员彼此间的密切配合和
共同努力，形成良好的主流意识和执政氛围。有

些地方之所以能不用重典依然廉政，主要原因在
于十分重视廉政文化的建设，注重培养公民的道
德意识，使公民养成了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形
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气。当每个人都
把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等行为，看成是和偷
盗抢劫一样的卑鄙肮脏之举而唾弃，这样的廉政
文化氛围，才能对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对净化
执政从政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

“ 有 腐 必 反 、有 贪 必 肃 ”，“ 苍 蝇 老 虎 一 起
打”，这些动作既体现了中央猛药去疴、重典治
乱的决心，也为改善从政环境、优化政治生态提
供了重要契机。广大党员干部要知荣耻图共
进，努力做良好从政环境的营造者，推动形成干
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纯的政治
生态。⑧6

今年教师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
高级中学高二十七班学生未给科任教师买礼
物，该班班主任冯群超对此极为不满，在班里
公然向学生索要礼物并谩骂学生，现场录音
中不乏“不要脸”“废物”等字眼。依兰县教育
局的通报显示，该局经调查此事属实，撤销冯
群超的班主任职务，停止教学工作，给予其行
政记大过处分。（见 9月 14日《京华时报》）

素有“人类灵魂工程师”美誉的老师，担
负着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无论于
己，还是于人、于责，公然索礼、脏话骂人、发
飙失态都是教育职业的大忌。人们据此可以
怀疑这位教育工作者从业的诚意、资质和能
力。

不过，透过其长达 6 分多钟的骂人录音，
人们或可产生由对个体围观转变为对某种现
象反思的思维转换。唯有从破解扭曲心态和
破除社会陋习的更高层面观察问题、思谋对
策，才有望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有辱师德形象
的尴尬事件发生。

“面子”情结。透过冯群超“我倒是次要
的，你说你们不看一看我咋交代，人家别的班
老师都买了，咱班没买你说我丢不丢人”、“别
的班老师不都挨屋送了吗？人家科任老师没
来就放在桌子上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咋
那么没人性呢？”等言论，可以看出其索要礼
物并非只为自己所有，而是为自己班的其他

任课老师“争”礼物。究其实质当属“面子”心
态作怪——她把“收礼”视为“面子”象征，把
本班学生为任课老师送礼视为班主任管理有
方的“能耐”，把为任课老师“争”礼物看作自
己的“责任”，这种把“送礼”当“荣耀”的认知
显然是扭曲和错误的。

“送礼”歪风。既然称“风”，自然并非个
别现象。仔细品味骂人老师的言论，不难窥
测“送礼”的普遍与常态。其实，“有礼走遍天
下、无礼寸步难行”的荒诞逻辑何止教育领
域、又何止一个教师节？需要诘问的是，换上

别的“无礼”班级，其毫无颜面的班主任会不
会同样大发雷霆？明确无误、三番五次的教
师节“禁礼令”缘何如同一纸空文，难以遏制

“送礼”潜规则的大行其道？同样是违规送
礼，仅仅让发飙索礼的冯群超退还是否有失
公正？

由此看来，如何从制度设计和监督给力
的角度确保“禁礼令”高压带电、力促狠刹“送
礼”歪风的立行立改，当属身陷教师“索礼”门
风波的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管理人员切实反
思的关键命题。⑧6

汉惠帝刘盈每天去见他娘吕
雉不方便，就修了天桥式的近道，
却压了为他老爹举行衣冠出行仪
式的路，负责宗庙礼仪的官员叔
孙通就忙进谏，说这坏了礼仪。
刘盈吓坏了，忙说：“快拆了！”叔

孙通却又说：“人主无过举。既然做了，百姓知道了，为了
面子也不能停工。不如再在渭水北面再建庙来举行衣冠
出行仪式，这样既保你的面子，又显示出你的孝心。”

司马光对叔孙通这种做法很反感，批评说：“为人
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今叔孙通谏
孝惠，乃云‘人主无过举’，是教人君以文过遂非也，岂
不谬哉！”

司马光的斥责，只说了一个层次。傅说“教导”商王
武丁说：“无耻过作非”，说得更明白：一旦以纠正错误为
耻，就会铸就更大错误。看刘盈吧，听了叔孙通的话，不
但没有停止原有工程，又劳民伤财启动另外工程，给当
时极其贫弱的国家又增一伤害。

“无耻过作非”的道理很简单，但就像刘盈一样，历
代许多帝王，为着面子，常常耻过作非，甚至弄到国破身
亡，像周厉王姬胡、秦二世嬴胡亥、隋炀帝杨广皆是。要
面子，更要顾身家。子贡说：“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
皆仰之。”要面子就该这样要。

看一些落马官员，很多都是为着面子刚愎自用，听不
得不同意见，由“耻过”而“作非”，越走越远。而一些官员，
曾一拍脑瓜做出个决策，引来一片反对声，却凭权力用媒
体文过饰非，不知其造成的不便到何时才能得到更改。

眼下，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到了整改落实、建章立制
环节，这是对前一环节自查或收到的批评意见进行改正
落实的好时机，无耻过作非，一项项对照认真整改，既是
对事业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⑧6 （吕志雄）

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教师索礼，问责更需反思

●画中话
在高考改革背景

下，各地重点高校招
生政策通过多种方式
向贫困地区农村学校
倾斜。海南一贫困县
老师称，越来越多县
城领导不再送子女到
省城读书，而是送往
贫困县高中就读，与
农村孩子争夺政策照
顾机会。⑧6

图/朱慧卿

互跪不应是执法范本
最近一则大连城管与小贩互跪的图片引发热

议，照片中的小贩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大妈。当天，大
妈正在沿街售卖蔬菜，遇到城管前来执法。就在城
管动员大妈离开时，老人家突然朝着城管跪下，随后
一名城管队员也跪了下来，最后在城管的劝说下，老
太太被扶了起来。 （见9月15日《楚天都市报》）

一直以来，城管总以负面形象示人，虽然城管
在尽量弥补执法不足，但暴力执法、恶意执法的新
闻还是屡见不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城管与商贩
互跪，自然赢得许多人的赞扬。相比较那些令人备
感愤怒的暴力冲突，柔性执法显得弥足珍贵。

不过，具体到城管商贩互跪的问题上，却有诸多
不足取之处：一者，无论城管形象如何，不能忽视其作
为执法者的身份定位。商贩即便处于弱势地位，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商贩就有足够的理由乱摆摊。二者，既
然城管执法有正当理由，就应该按照标准规范去执
行，如果只是因为商贩的可怜就罔顾制度，则属于渎
职行为。三者，城管采取柔性执法值得赞扬，但这并
不意味着柔性到无底线。城管下跪执法，一方面，让
城管执法必须承担相应的舆论风险；另一方面，背离
了维护条律威严的职责所在。

城管商贩互跪，绝对不是执法范本。我们赞扬城
管柔性执法，却不提倡执法者失去底线，毕竟他们的作
为代表法律的权威；商贩值得同情，需要制度给予温情
对待，但并不能以此突破法律底线。⑧6 （曹 伟）

滥用“蹲式服务”岂止哗众取宠
近日，一组空姐训练“蹲式服务”的照片在网络

上迅速走红，图片中空姐身着工作短裙，窈窕曼妙
的身段下蹲，姣好的容颜和修长的美腿十分撩人，
引得网友齐呼：“如此服务，男乘客还能 hold 住吗?”
据悉，国内几家大航空公司可能会实行该项服务。

（见 9月 13日《羊城晚报》）
空姐容貌百里挑一，“蹲式服务”更显上帝尊享。

几年前，北京地铁4号线正式通车，有200余名乘客试
乘全程，车厢乘务员都是蹲下身子仰头回答乘客问
题，当时还称这种“蹲式服务”将成为其服务标准之
一。事后由于舆情汹汹、质疑不绝，地铁公司赶快宣
称“蹲式服务”乃是“误读”。

“蹲式服务”并非洪水猛兽。譬如面对孩子和
老人，为了方便交流和沟通，服务人员“放低身段”
来对话，就显出了善意和尊重；又譬如，北京残奥会
期间，工作人员对那些坐轮椅的宾客，均采用“蹲式
服务”，同样显得亲切和友爱。可我们必须清醒的
是，无论哪个行业，哪种工作，服务与被服务者之
间，首先应体现一种人格与自尊的平等。服务不靠
外在的花哨，真诚用心才是第一，何必总要一厢情
愿地认为，去掉“站式服务”，换上“蹲式服务”，方能
显得鹤立鸡群、独树一帜？

滥用“蹲式服务”，岂止哗众取宠。有网友就坦率
点评，这种服务形式和做法，为者昧心，受者何德？的
确，倡导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人们更希望看到一个
个挺直腰杆的空姐和服务者，发自内心地帮助乘客排
忧解难。⑧6 （司马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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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许昌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太康县产业集聚区

长葛市产业集聚区

孟州市产业集聚区

长垣县产业集聚区

沁阳市产业集聚区

义马煤化工产业集聚区

林州市产业集聚区

济源市虎岭产业集聚区

武陟县产业集聚区

商丘市梁园产业集聚区

漯河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宝丰县产业集聚区

西峡县产业集聚区

郑州国际物流产业集聚区

郸城县产业集聚区

宁陵县产业集聚区

沈丘县产业集聚区

新安县产业集聚区

柘城县产业集聚区

信阳市平桥产业集聚区

济源市玉川产业集聚区

辉县市产业集聚区

永城市产业集聚区

伊川县产业集聚区

洛宁县产业集聚区

宜阳县产业集聚区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

淮滨县产业集聚区

睢县产业集聚区

内乡县产业集聚区

修武县产业集聚区

豫东综合物流产业集聚区

荥阳市产业集聚区

濮阳市产业集聚区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

虞城县产业集聚区

台前县产业集聚区

漯河市沙澧产业集聚区

漯河市淞江产业集聚区

信阳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

偃师市产业集聚区

获嘉县产业集聚区

清丰县产业集聚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鹤壁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许昌中原电气谷核心区

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国家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洛阳先进制造产业集聚区

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

方城县新能源产业集聚区

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

周口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濮阳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通许县产业集聚区

郏县产业集聚区

陕县产业集聚区

栾川旅游产业集聚区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

淮阳县产业集聚区

商水县产业集聚区

滑县产业集聚区

新野县产业集聚区

南阳市新能源产业集聚区

夏邑县产业集聚区

唐河县产业集聚区

南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鹤壁市鹤淇产业集聚区

潢川县产业集聚区

新郑新港产业集聚区

原阳县产业集聚区

舞钢市产业集聚区

卓越成就“金星奖” 5A级最佳投资服务“金星奖” 最具竞争力产业名片“金星奖” 科技创新“金星奖” 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金星奖”（产城互动）

主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特邀主办：国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试点园区 智力支持：河南集聚 易招商 西安智巢 协办单位：河南省浙江商会、河南省广东商会、河南省安徽商会、河南省山东商会、河南省江西商会、河南省北京商会、河南省上海商会、河南省湖北商会

2009年—2014年，我省集聚区战略已经实施五

年。五年来，18个地市，建立起 180个产业集聚区。

五年探索，五年实践，五年创新。掀起一场影响

至深的产业风暴，奏响一曲振奋人心的时代赞歌。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平地起高楼，扬帆乘风

势，河南产业集聚区建设前景灿烂，任重道远。

从“点”到“线”到“面”再至“网”，河南的立体化

产业发展之路越来越生动、具体，在助力河南经济腾

飞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赞许。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九

次党代会精神，更好地推动我省产业集聚区建设，使

广大民营企业更好地融入中原经济区建设，打造产

业集聚区名片，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有效促进招商引

资，在我省集聚区战略实施五周年之际，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联合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在以往两届的基

础上，共同打造河南省集聚区建设五周年“金星奖”

推选暨第三届产业集聚区发展高峰论坛活动。

从 2014 年 6 月份开始，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集

聚区的“三规合一”、“四集一转”、产城互动一整套

的发展思路和基本要求，本着五年总结，五年盘点

的思路，主办单位设置了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建设五

周年——卓越成就“金星奖”、5A 级最佳投资服务

“金星奖”、最具竞争力产业名片“金星奖”、科技创

新“金星奖”、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金星奖”（产城

互动）五大类奖项。力求通过读者互动、专家点评、

报纸报道等精彩环节展示我省集聚区发展的成就，

力争使集聚区宣传扎实、有效。

本次活动于 6月 9日启动，前期在《河南日报》、

《大河报》、《河南商报》等媒体上发布新闻报道和大

篇幅推广广告，扩大活动影响力。同时，专门网站

http://jjq.hnrb.cc和各集聚区网站实现链接。 尽力

做到内容全面、丰富，有力地推动了活动的进展。

活动第一阶段，为了让集聚区和社会各界互

动，我们进行了网上投票、报纸投票和实地走访，投

票截止日，共计 1400 万人次参与网络投票，报纸投

票 2万多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本次活动中，河南日报《产经天地》深入各地集

聚区建设一线，实地采写了大量鲜活的新闻报道，

有力地促进了我省集聚区的建设，宣传了集聚区建

设给各地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本着自愿申报、自愿参

加的原则，我们首先采取了排除法，对未上报材料

的或上报材料主要数据不全的；单位 2013 年度内

发生重大环保问题、投资环境问题等被中央、省级

媒体曝光并查处的几种情况予以排除；并参照省政

府《2013 年度产业集聚区绝对量指数综合排序》和

《2013 年度产业集聚区发展指数综合排序》以及各

地市产业集聚区发展实际情况，最终确定了入围名

单 75 个。名单公示后，我们将召开专家评审会，届

时将产生先进单位名单。

咨询电话：0371-65796009 65796195

官方网站：http://jjq.hnrb.cc

以上排名不分主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