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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辞职的话题有点小热闹。先是央视
主播郎永淳的离职，说法很多，但人们熟知并
容易接受的一个理由是，小郎为照顾家庭选择
离开，这是非常“暖男”的一种解释。也有好事
者扒出“央视工资”和“传统媒体唱衰”的话题，
作为局外人姑妄听之。

相比郎永淳的低调，紧接着传出离职消息的
央视女主播张泉灵，在一条长微博中表示：“换一
个视角看世界”，“我要跳出去的鱼缸，不是央视，
不是体制，而是我已经在慢慢凝固的思维模式。”
无论是回归家庭“相妻教子”，还是遵从好奇心的
召唤“跳出鱼缸”，都值得尊重和祝福。

人生的精彩可能就在于一次次的抉择，不
同的抉择会让人领略不同的风景。恐怕令很

多人沮丧的是，面对几乎一眼能望到尽头的人
生，又有多少人能超脱成败得失迈出勇敢的一
步呢？所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引爆
的槽点，何尝不是痛点，不过是被朝九晚五程
式化生活绑架的族群，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罢了，临渊羡鱼你还真想卷裤腿下海啊，省省
吧，想想明天的车贷、房贷、娃的尿布、奶粉钱
再说。

辞职的话题，能在公共领域引起广泛关注
的，除了看起来光鲜的主播群体，恐怕就是官员
了。最近，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辞职从商，出任
深圳华大国家基因库负责人，成为今年山东第二
位辞职的厅官。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央视也
好，官场也罢，都是聚光灯高度聚焦的舞台，有人
选择离开，也有人选择走上来，理应成为社会职
业流动的常态。

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乡，历来
是官场进退的生动写照。但现实往往是，漏夜
赶科场的多如过江之鲫，主动选择急流勇退

“中途离场”的恐怕并不多。原因很简单，当公
务员的最大好处就是稳定，“最会当官”的李鸿
章，甚至说“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当官。”言下
之意，连官都不会当，休想再有别的出息。当
官的难易，不仅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也是为与
不为的问题。如果真像李鸿章说的那样，除了
做官什么都不会，舒舒服服当官做老爷，这样
的官蠹禄虫，一是要他没用，二是祸国殃民。

厅级领导辞官，虽有几个案例，还算不上
“新常态”。如果单纯把公务员视为社会职业
的一种，并不值得诧异。人生各有追求活法，
换个活法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有的人一辈子坚
守一个职业从一而终，但也有人孜孜以求不断

折腾，何去何从说到底是个人的自由。成功的
标准很多很多，我们无须评判怎样的人生才是
成功的。

近年来，作风建设向纵深推进，“打虎拍
蝇”抓铁有痕，客观上要求严了，仕途上的“风
险”增加了，以往的“好处”明显减少了，有些官
员不适应，甚至发出为官不易、“官不聊生”的
杂音，这或许是某些官员挂冠而去、另谋高就
的原因，但却未必吻合大部分辞职官员的实际
情况。就梅永红的辞职来说，自古当官发财是
两道，作为官员不能横跨政商两界，更不能吃
相难看地“捞过界”，与其纠结待遇活法，不如
清爽利落地作出切割守住做官做人的本分。
公众更乐于看到的是，昔日高官变回普通百姓
后，还能够凭借自身的能力，在新的领域一展
身手为社会创造价值。⑧9

□本报评论员 孙 勇

□靳畅栋

善于熬制“心灵鸡汤”的于丹老师，恐怕
没有料到自己居然着了道。应该是为了应
景高校的开学季，于丹近日发出一条微博，
援引清朝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的“开学讲
话”，勉励今年入学的新生。初衷不可谓不
美，但没多久就有网友指出，这篇“光绪开学
讲话”是假的，来源于一部网络小说。此前
多年，对这篇“讲话”的“证伪”已在网上热炒
了好几拨。

“光绪皇帝提到的一个敌人是伪善，一
个敌人是守旧，砥砺学子破心中之贼，致力
国家强大……”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
的味道，于丹老师熬制的这碗“开学鸡汤”一
如既往地情殷意切，不仅情怀满满，而且因
语出皇帝而自带光芒，这还有啥说的，来，干
一碗！

其实对于鸡汤手们所用的“骨头”之类
“原料”，舆论甚少关心。因为具备文化常识
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对心灵鸡汤多半不感
兴趣，自然很少较真其中的荒诞之处，而长
期浸淫心灵鸡汤的人们只是沉湎于其中的

“微言大义”，寻求心理安慰和支持，至于史
实，似乎也不怎么关心。所以这条微博被转
发 4600 多次，获得 700 多次点赞，也就不足
为奇了。

但是为啥到了于丹老师这里，却招致了
舆论苛责，还似有愈演愈烈之势？我觉得不
外乎是因为在大家的眼里，于丹老师不仅是
鸡汤界的代表人物，也基本上代表了鸡汤界
的最高水平。这样一位著名高校的人文学科
教授，一位名满天下的知名学者，一个拥有

300 多万粉丝的大 V，人们对她的评价标准自
然高于一般鸡汤手。

于丹老师对制作鸡汤的材料向来是很讲
究的，最著名的材料取材自《论语》，不管加的
是什么佐料，用的是什么烹饪方法，营养流失
了多少，单凭这部经典的至高无上地位，就给
人一种“人参大补汤”的高大上感觉，不管味
道怎么样，功效总不会差吧？更别说在于丹
老师声情并茂、深入浅出的引导下，不知道有
多少人如痴如醉，不断告诉自己，点背不能怨
社会，要淡定再淡定，凡事行有不得只能反求
诸己。至于命运和生活怎么改善，就不属于
鸡汤的疗效范畴了。

于丹此前讲《论语》的时候，虽然饱受诟
病，但“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的通俗道理就可以挡回很多对“误导”的质
疑，对硬伤进行挑刺，一般人也没那个能耐。
可这次不一样了，硬伤太过明显。如果说对
经典的解读还可以归为“一家之言”的话，直
接把网络小说当成史实，把虚构语句当作历
史名言，再广为传播，可就显得有点荒唐滑稽
了。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名资深鸡
汤手，多年来凭此技艺行走江湖的于丹老师，
绝不可能因为这一块“馊骨头”而失去市场，
有太多太多的人还等着喝“鸡汤”、嗷嗷待

“补”呢。⑧1

帮 熟 人 在 朋 友 圈 里 推 销 个 商 品 ，也 会 摊 上 事
儿？根据 9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广告法的规定，自然人
在自媒体发布广告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就
是 说 ，稍 不 注 意 ，你 可 能 会 摊 上 事 儿 ，如 果 引 发 纠
纷，还会涉及相关赔偿。（见 9 月 9 日《现代快报》）

朋友圈不管是基于友情、还是觊觎“红包”转发
广告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甚至微信能够基于大数据
分析精准推送广告，“收到可乐的是屌丝，收到 vivo
的是中产，收到宝马的是土豪；而没收到的表示你
连被投放的资格都没有。”这曾一度让不少人“伤”
了 自 尊 。 新 广 告 法 实 施 前 ，朋 友 圈 充 斥 着“ 铜 臭 ”
的味道，成了免费的广告发布平台，更可怕的是交
易不受监督，“吹牛”也无须负责，背离了“朋友圈”
的意义。

新广告法的颁布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却损害了
一些商家和广告策划者的利益，点中了夸张、恶俗广告
的“死穴”，引来一些吐槽也算正常。对于混乱已久的
广告市场，广告法没有过严，只有更严，才能最大程度
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只有当微博、微信等自媒体，都
纳入了广告监管，才不会留下法律真空。

朋友圈转发广告能摊上事儿的事实，也在适时
提醒我们，信息有风险，转发需谨慎。当然，微博也
好、“朋友圈”也罢，严格的法律的目的，在于约束广
告行业的纷乱和不合理，并非打击正当的广告创意，
无论什么样的产品营销，真正长留在消费者心中，并
能口口相传的是产品的真实品质，而不是博眼球的
广告。⑧9

（吴左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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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和官员辞职值得诧异吗

新广告法
能让朋友圈清净吗？

心灵鸡汤是怎么熬的锐锐 评评

“好人法”落地没那么简单
继北京、杭州等地出台或拟出台为好人撑腰的

“好人法”后，上海启动了《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
例》的立法工作，拟对公众无偿参与救治免责，以鼓
励更多人加入街头急救。（见 9月 9日《羊城地铁报》）

路人倒地，该不该伸手相助？近年来，这一简
单的命题令国人纠结不已。救吧，之前因救人引
发的惨痛教训犹如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不救吧，
又不得不忍受良心的摧残和折磨。良知的站起需
要法律正义撑腰，“好人法”就是一副扶起道德的
拐杖。

可惜的是，在各地的立法草案中，都明确将“好
人”限定为取得合格急救证书的公民，并不是所有
人都可以免责。此等限定虽说有一定道理，却让

“好人法”的执行打了折扣。现实中有多少人碰巧
是持证救人？要想“好人法”落地，仍有大量工作
要做。

一则要培育“救人免责”的现实土壤。如在全
社会普及常见的医疗急救知识，减少因救人不当
带来的不良后果。二则亟须法律清晰界定职责，
如“好人法”要明确规定，如果因救助产生纠纷，
由被救助者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讹诈就追究法律
责任。三则要用激励机制激活向善之心。除立法
保护救助人的权利外，有必要对好人建立奖励机
制，激发善心，引领善念，形成乐于助人的良好氛
围。⑧9 （张培国）

制度“上墙”更要“上心”
时下，各级各部门愈来愈强调制度建设，无论是

在机关还是社区办公室，常能见到墙上挂着各种制
度、规划、图表，制作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此举增
加了透明度，体现了政务公开，的确有不少好处。

制度是行为的规范、准则，挂上墙能起到警示、
鞭策的作用，制度“上墙”的初衷值得称许，关键在
于，有些单位的许多制度“上墙”，不是着眼于做好工
作本身，而是逐渐演变为一种形式主义，好像凡是工
作，都要想办法拟出几条制度挂到墙上，才显示出对
这项工作的重视，又好像只要是制度“上墙”了，就可
以当作是制度被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了。至于执行
是否到位似乎无关紧要了，只要能起到“看起来挺
好”的作用就好。比如日常工作中，墙上挂着“微笑
服务”的字样而甩脸子的情况比比皆是。

既然是上了墙的制度，就要管用，就别玩虚的。
若是规划目标，就应该尽力去实现；若是规章制度，
就应该说了算、定了干。如果仅仅是图形式，没有把
制度理解为责任，不存敬畏之心，制度、规划、目标再
完美，也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飞在天上”，自欺
欺人罢了。⑧9 （鲁庸兴）

日前，国家发改
委、国家旅游局联合
发布通知，将从今年
9 月起开展为期一年
的门票价格专项整治
工作，其间，对实行政
府定价、指导价的景
区 ，原 则 上 不 再 涨
价 。 而 就 在 此 前 不
久，多地景区门票价
格已涨。（见 9 月 9 日

《京华时报》）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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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持续10年开展“3+1”工作系列报道之四“村容村貌整治篇”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古
树荫下坐，笑待客上门。——这
里，是王屋镇的五里桥村，2014 年
就因被评为“河南十佳美丽乡村”
而广为人知。五里桥村位于王屋
镇西部，建成农家乐宾馆 40 余家，
着力打造以青山、碧水、野趣为特
色的花园式度假美丽乡村。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
农村的期望，当记者走进济源市，
从青山绿水的美丽乡村中找到了
答案。10 年的努力，济源市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工作走过了一条持
续发展的道路，从主干道沿线综
合整治、到村容村貌综合整治、再
到村镇环境综合整治，济源市委、
市政府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建
设山川秀美济源为目标，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持续
推进村容村貌整治工作，全方位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终于将农村
变成了和谐、富裕、文明的“美丽
乡村”。

8 月 25 日，天气仍显闷热，坐
落在济源市南山环抱中的卫佛安
村却是一副清爽的模样。村头两
棵高大的百年古槐撒下一片荫凉，
农户的庭院里也多绿意盎然。

“生活垃圾都是定点存放。”村
民李武周带着记者来到村边的垃
圾存放点，“以前村里的卫生也是
没人管，到处都是垃圾，现在实行
村收集、镇运输、市处理，垃圾都集
中运走处理了。”

这些变化都源于 2005 年被确
定为全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市以来
把农民反映强烈的环境卫生脏乱
差问题作为突破口，逐步推进村庄
环境综合整治。

该市城乡一体化工作办公室
主任李军玲介绍，村容村貌整治，

主要是环境卫生，济源市相继出台
了《关于建立完善农村垃圾处理长
效管理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等一
系列文件，大力推进农村环卫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农村环卫队伍
建设和环卫车辆配套。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
农村配备村级环卫人员已达 1303
人 ，已 建 成 农 村 垃 圾 中 转 站 151
座、村级建筑垃圾临时转运场 11
个，发放农村环卫机动三轮车 519
辆，实现了农村垃圾运输车辆全覆
盖，基本做到了农村垃圾“有人清
扫、有车运输、有处转运”。

在这场持续 10 年堪称“农村
环境革命”的村容村貌整治过程
中，广泛动员，重点突破，实施了大
环境综合提升、主干道沿线“五小”

整治等一系列工程，尤其对 207 国
道、312 省道、二环路、阳下路等 20
余条主次道路沿线违章建筑进行
了大力度的拆迁，同时高标准美
化、多层次绿化、全方位净化，有力
地提升了沿线及周边村庄整体形
象。

走在不同路段，但见绿色长廊
绵延如画，绚烂鲜花五彩缤纷，往
来的司乘人员和路人时时感到心
旷神怡。梨林镇范庄村的游园内
大树枝繁叶茂，草坪整齐美观，各
色小花争奇斗艳，村民齐明方正带
着 小 孙 女 在 游 园 内 悠 闲 地 荡 秋
千。“现在的生活多好。”老人家高
兴地说：“晚上大街上明晃晃的，有
唱戏的，有打球的，真是热闹的很
哩！”

齐明方老人说的其实正是济
源市在村容村貌整治过程中实施
的“五化”达标工程，即“净化、硬
化、绿化、美化、亮化”。

据介绍，围绕“五化”达标，济
源市村容村貌综合整治工作已累
计拆除废弃房屋、圈舍和违章建筑
等 1.4 万余间，硬化路面 420 余万
平方米，美化墙体 1087 万余平方
米，规范牌匾 2 万余幅，架设路灯
9400 余盏，建设游园及景观小品
200 余处，以干线公路为纽带的城
乡面貌焕然一新，呈现出绿、洁、
畅、美的新景像。

村容村貌整治离不开强大的
财政支持。从 2005 年开始，济源

市从加强资金投入、建设环卫队
伍、配套设施设备等方面，逐步加
强农村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建
设。

“市财政每年列支 6000 万元
用于‘3+1’工程暨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工作，其中村容村貌综合整治资
金近 1000 万元，直接带动镇级财
政每年用于农村环境保洁资金超
过 2800 万元。”该市城乡一体化工
作办公室副主任张年琴说：“各镇、
集聚区都成立了镇级环卫公司，并
按 照 山 区 人 口 400∶1、平 原 人 口
500∶1 的比例，配备农村环卫人员
1303 人，基本实现了农村环境卫生

‘有人管、有人干’。”

截至 2014 年年底，济源市建
成农村垃圾中转站 151 座，农村垃
圾中转站的数量比城区垃圾中转
站的数量还多 50%，覆盖了平原一
半以上的村庄和山区镇区主要村
庄。

正是由于抓住重点、有序安
排、资金保证、制度支持等几大方
面有效推进，加上十年如一日的坚
持，济源市 90%以上的行政村实施
了“五化”达标工程，实现了村村通
自来水，组组通硬化路，建立了“村
收集、镇运输、市处理”的农村垃圾
收集处理长效管理机制。全市 11
个镇全部被命名为省级生态镇，其
中 7 个镇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镇，
183 个村被命名为省级生态文明
村。2014 年，济源市被评为全省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先进市，承留镇卫
佛安村入选全国首批“美丽乡村”
创建试点，王屋镇五里桥村入选全
省“十佳”美丽乡村。

青山绿水记取乡愁 美丽乡村十年铸成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支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发展的意见
豫政办〔2015〕83号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人民政府,省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

为抢抓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以下简
称 4G 网络)发展机遇,加快建设网络强省,
积极推动“互联网+”发展,根据《河南省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办法》(省政府
令第 165 号),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
支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发展提出如下意
见,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加强规划统筹。省通信管理局
负责组织省各基础电信运营公司、铁塔
公司,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共建共
享、集约高效、有效利用”的原则,编制全
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三年专项规划,实现
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衔
接。各级政府要将移动通信基站建设纳
入城市 (镇)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并在控制
性详细规划中严格落实;在规划地铁、高
铁、机场和大型场馆等时,要同步规划移

动通信基站及相关配套设施,预留站址、
机房等相关设施建设空间。省铁塔公司
要会同省各基础电信运营公司,依据移动
通信基站建设专项规划制定基站建设年
度计划,报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

二、开放公共资源。2015 年年底前,
各地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所属公共区域以及地铁、高铁、机场航站
楼等公共交通设施要率先向移动通信基
站建设无偿开放,并提供通行便利。各相
关部门要积极开放车站、展馆、旅游景
点、公园、绿地、垃圾站等公共设施,督促
物业企业切实做好住宅小区移动通信网
络覆盖的协调配合工作,支持移动通信基
站建设、维护,禁止巧立名目收取进场费、
协调费、分摊费、管理费等不合理费用。
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快推动高速公路管道
资源向 4G 网络建设开放共享。各地要
积极支持省铁塔公司通过新建、改造部

分城市路灯杆建设移动通信基站,并由其
承担地基、杆体等的投资和施工工作。
移动通信基站建设单位应积极采用小型
化、景观化、绿色技术建设基站,持续优化
移动通信网络,并对已建基站逐步进行景
观化改造,确保基站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三、强化要素保障。国土资源部门
要加大对移动通信基站机房、铁塔等设施
建设用地的支持力度,结合移动通信基站
点多、面广、用地分散的特点,统一打包纳
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优先安排建设用地
指标,并按有关规定实行划拨方式供地。
电力部门要加大对移动通信基站的供电
保障力度,加快实施直供电改造,力争 2015
年年底前实现全省移动通信基站远程抄
表,以供电营业区为单位统一账户交费、
统一开具发票,进一步提高电力服务工作
水平。省各基础电信运营公司、铁塔公司
要积极争取集团公司资金和项目支持,加

大投入,持续提升移动网络支撑能力。
四、优化审批流程。各级住房城乡

建设、无线电管理、市政、园林、交通运
输、电力等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通过打
包审批、联审联批、简化审批手续等方式,
进一步加快移动通信基站的规划选址、
频率资源、无线电台执照、施工建设、电
力引入等审批,提高审批效率。环保部门
要进一步完善移动通信基站环境监管机
制,加快环评审批进度。

五、保护设施安全。各地要认真贯彻
落实《河南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办
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关于印发〈公用电信设
施损坏经济损失计算方法〉的通知》(工信
部联电管〔2014〕372号),严厉打击盗窃、破
坏通信基础设施违法犯罪,及时制止人为
阻挠移动通信基站建设、维护等行为,公开
曝光典型案例。对因征地拆迁、城乡建设

等造成的移动通信基站及配套设施改动或
迁移,要事先征得设施产权人同意,并提供
替代路由、站址,严格按照有关标准予以补
偿。要将保护移动通信基站等通信基础设
施安全与社会治安防控有机结合,纳入当
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度考核范围,进一
步提高通信基础设施安全防护能力,确保
全省通信网络安全畅通。

六、支持省铁塔公司发展。鼓励省
铁塔公司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探索发展混
合所有制。加快推进省铁塔公司集中统
一建设和专业化运营,促进铁塔等通信基
础设施资源整合共享,提高效率和效益,
创新铁塔产业链互利共赢发展模式。相
关单位要积极配合,给予支持。

七、加大宣传力度。宣传、通信管
理、无线电管理、环保等部门和省各基础
电信运营公司、铁塔公司要加大宣传力
度,根据公众诉求及时发布科学准确的信

息,引导社会舆论积极支持移动通信基站
建设和保护,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移动
通信基站电磁辐射问题,消除群众对移动
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的疑虑,为移动通信基
站建设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八、完善推进机制。各地要针对制约
当地移动通信基站发展的规划建设、施工
协调、设施保护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进一
步明确各职能部门在推进移动通信基站
建设中的职责分工,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措
施,切实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省通信信息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要建立督察
通报机制,通过开展专项检查和督导,及时
通报拒绝开放移动通信基站站址、阻碍
4G 网络建设的典型。省通信管理局要加
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做好统筹推动和督
促检查工作,重大情况及时报省政府。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