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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记者 许会增 实习生 袁敏

近日，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的
《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公文运转
和正式会议场合中进一步规范国家工作
人员称呼的通知》中明确：对于国家工作
人员，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工作人
员，相互不称官职，一律称“同志”。该通
知一时之间在网上引起热议，网友纷纷称
赞这一做法，认为新乡市政府的这一举
措，是在重拾优良传统的道路上迈出了坚
实一步。

其实，新乡市政府这一举措并非创
新。中国共产党党内历来有互称“同志”的
优良传统，“同志”一词所迸发出来的能量，
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受益无穷。不是创
新的举措能引起网友如此关注，不禁让人
思索原因何在？

为重拾党的优良传统点赞

@翟虎廷：称“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

光荣传统。红军时期，党内不论什么职务，

均称“同志”，叫起来顺口，听起来亲切，没

有官气，没有僚味。为新乡重拾党的优良

传统点个赞。

@夜听山泉：同志好！一声同志，叫出

了亲切，叫出了情感，叫出了官民平等，叫

出了朗朗正气，叫出了清风阵阵！好！为

此举点赞！

“互称同志”理应大力倡导

大河网网友“水中石头”：很长一段时

间以来，“同志”这个称呼被遗忘了。取而

代之的是江湖化、庸俗化的称呼，比如称上

级为“老板”、“老大”和“领导”等，称下属为

“哥们”、“兄弟”等，这些有着地位和身份

“标签”的称呼，逐渐疏远了干部群众之间

的关系，逐渐拉开了党内同志之间的距

离。这些称呼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

生态，助长了庸俗势利的不良风气。

人民网网友“周丽云”：“同志”一词虽

然质朴，却贯穿着人格的平等，是尊重党员

主体地位的体现。当互称同志自然起来、

平常起来之后，领导与下属、干部与群众的

关系自然就变得亲近，工作关系也会随之

变得纯粹起来，党内空气就会变得清新起

来。所以，“互称同志”理应大力倡导。

让党员干部之间发自肺腑
地互称同志还需努力

新华网网友“勉兴”：新乡市以文件形

式规定同志称谓的做法值得肯定。然而，

要彻底刹住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的歪风，让

党员之间发自肺腑地互称同志，还需要各

地深入学习领会中央有关精神，加强党风

建设，从思想上认识到这是全面从严治党

的应有之义，进而形成领导干部带头示范、

全体党员积极响应的氛围，为营造清清爽

爽的党内环境开个好头。

大河网网友“surfing”：要使国家工作

人员互称“同志”形成气候，不仅需要“同

志”称呼的引领，还需要让国家工作人员转

变思想认识，特别是领导干部发挥以上率

下的作用，积极引导国家工作人员在各个

场合互称同志，以形成互称“同志”的良好

氛围。

互称“同志”能拉近党群距离

11月28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新乡市
某公务员。他说，目前在公文运转和正式
会议场合中，的确已经不称官职改称“同
志”了。对于称呼的改变，他认为挺好的。

在他看来，党内互称“同志”本身就是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大家虽然职务有高低
之分，分工也有所不同，但大家都是人民的
公仆，都是为人民服务。不叫官衔称“同
志”，不仅是优良传统的回归，更重要的是
党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平
等，不仅能融洽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还能
拉近党群之间的距离。另外，称呼的改变，
对党员来说还是一种提醒，提醒党员牢记
自己应尽的义务和所承担的责任。

该市另一名公务员表示，对这种称呼
也很赞同。虽然起初有点不自然、不适应，
甚至还有些担心，但随着称呼“同志”的人
越来越多，现在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记者从新乡市多个政府职能部门，以
及新乡市凤泉区、红旗区、新乡县、辉县市

等地政府部门了解到，现在叫“同志”已经
是非常普遍的事儿了。

称呼“同志”是中国共产党
政治纪律的要求

11月29日，大河网记者采访了郑州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郑发展，他表示，

“同志”一词渊源两千多年，普遍使用是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互称同志在党内成
为习惯，并扩大到党员和非党员之间。新
中国成立后，“同志”成为全国人民最亲切
最顺口的称呼，但也有个别干部喜爱让别
人称他“官衔”，不叫官衔不舒服。

郑发展说，中央曾多次专门发通知指
出，在党内所有党员尽管工作分工有所不
同，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要求“党内一
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称呼一事看起来小，但意义重大，它
事关党内民主风气和正常党内关系的形
成，事关干部良好作风和宗旨意识的养成，
也事关党群关系和党的整体形象。称呼问
题事关政治规矩，事关政治纪律。”郑发展
说，新乡市发出的通知，既是对党的优良传
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落实《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具体措施，同
时我们也相信，其他地方和单位的党委部
门会相继行动起来，规范党内称呼，建立

“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
关系”。

不喊官衔称同志 折射作风变化

独立思考，理性募捐

“1元理发师”王成俭：坚守承诺25年

网络直播新规 12月 1起实施：主播不能
“任性”弹幕要文明

网络直播 对信马由缰说不

资料图片

□大河网记者 安艳鸽

1元钱给人理发，他坚持了25年

王成俭说，13岁起，他便跟着师傅挑
着理发挑子走街串巷为村民理发，师傅经
常对他说：“乡里乡亲的都不富裕，咱宁可
少挣点，也不能挣昧心钱。”在师傅的谆谆
教诲下，王成俭一干就是54年。

54年来，推刀、剪子、磨石、磨刀布等理
发工具不知换了多少，他谨遵师傅的教诲，
理发的价格从最初的5分、1角、2角、5角一
直到1991年的1元就定格下来，再也没有
变过。如今，周边的理发店理一次发都是5
元、10元，可他依然坚持1元理发。不仅如
此，他这里染发、烫发也是周边理发店定价
的一半。好多人都说他定价太低，同行们也
找到他店里，吵着要他涨价，说他这样做，砸
了同行们的饭碗。家人们也劝他涨价，但他

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坚持“理一个头，只收1
元钱。”因为他要守着师傅对他的教诲。

只收1元钱，是对乡亲们的报答

王成俭不仅在理发店里只收乡亲们一
元钱，还坚持上门为残疾人、困难户、孤寡
老人义务理发。85岁的张石义患病多年，
已卧床6年多了，为他理发，王成俭从来不
用叫，到老人该理发的时候，他就会拿着工
具上门服务，从没收过张石义一分钱。王
成俭说：“对生活困难的人，一元钱也是钱，
我少挣一点，他就会省一点，乡亲之间需要
互相帮衬。”

由于王成俭理发技艺高超，从给满月
婴儿理胎毛到给快去世的老人理最后一次
发，方圆十几里的村民都会请他去。王成
俭说：“很多乡亲在我这儿理了几十年的
发，跟我都成了老伙计，他们在理发店里与
我谈笑的画面总会浮现在眼前，可以说，很
多乡亲在我这里理了一辈子发，我是在用
理发这种方式，与他们相识，与他们交往，
与他们告别……”

把1元理发，当成事业做下去

王成俭理发的价格虽然低，可理发的
手艺并不落后。工作中，他总是认真研究

每位客人的头型、脸型，想着如何给客人理
一个满意的发型。伴随着咔嚓咔嚓的剪刀
声，一双巧手上下挥舞……几分钟后，迎来
的便是客人的满面容光。

“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
王成俭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于是，他开始
培养徒弟，几十年来，他培养了几十个徒
弟，连儿媳妇也是他的徒弟，已经跟着他理
发 14年了。他不仅把全部的手艺倾囊相
授，而且要求徒弟们恪守人生底线，在满足
自我需求的基础上，多奉献，多做好事，多
传播社会正能量，做一个无愧于人民群众
的人。

25年来他坚守自己的承诺：“把1元理
发当成事业一直做下去”。这份承诺，让他
对家人特别是老伴有很大的愧疚，“直到4
年前老伴去世，我也没把这价钱涨上去。”
说完这话，王成俭的眼里泪光闪动。这件
事情，虽然成了他心里永远无法弥补的缺
憾，但他依然一心扑在理发店上，舍小家为
大家，践行着服务群众无止境，奉献社会不
言悔的诺言。

用王成俭自己的话说：“咱是个理发
匠，文化水平不高。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
就想着为乡亲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
元理发，我坚持了25年，在有生之年，我还
要坚持下去！”人们常说，把平凡的事情做
好就是不平凡，把普通的事情做好就是不
普通，王成俭的事迹就是此话的最佳佐证，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践行着自己的承诺。

□杨皓雯

近日，一篇名为《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刷爆朋友

圈。文章作者罗尔称，由于女儿身患白血病，他和一家公司商

定，自己写的文章转发一次，公司就会为罗一笑捐赠 1 元钱。

连日来这篇文章被众多网友“疯狂”转发。（大河网）
《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传播速度势不可当，但是接踵而

来的是一系列争议和质疑，有人揭露罗尔的私生活、有人曝光

罗尔的经济条件、有人指责幕后有营销号操控以借助怜悯进

行营销……我们看到事件从一开始大家纷纷转发同情捐款到

后来一群缺乏独立思考的人们把罗尔从一个可怜的作家父亲

变成了一个私生活不好且家庭富有的骗子。

笔者相信没有一个父亲真的会自愿把病重的孩子作为一

种营销手段在公众面前炒作。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现在公

众献爱心的行为越来越缺乏安全感了呢？慈善募捐到底该以

怎样的方式出现才能让人信服呢？大众怎样才能在献爱心的

过程中拥有安全感呢？

对于求助者来说，如果真的需要求助，不要以模棱两可的

形式发出求助信息，可以附上自己可信的联系方式和有效的

银行卡号等，保证求助信息真实有效。对于怀揣爱心和同情

心的群众来说，当看到不明真相的事件时，请深思熟虑再决定

是否相信并转发。因为每一次的转发都可能改变一个人或者

一个家庭的命运，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网络话语承担责任。

我们的初衷是帮助孩子，我们要做的是以一种可靠的途

径去捐助，让自己每一次的爱心和捐助都物尽其用，让自己献

爱心的同时具有安全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独立思考，理性

捐助，给我们的善良穿上保护衣，使我们的爱心不被辜负。也

希望媒体大众能还给孩子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祝福孩子。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大河网记者 申华

直播飙车、打色情“擦边球”、吞灯泡、喝辣椒油……网络
直播乱象层出不穷，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直播关注不到的。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于12月1日起开始实施，针对网络直播存在的乱象，规定
中对网络主播实行“实名制+黑名单”制度，对纳入黑名单的
主播禁止重新注册账号，这被称为最严新规。11月 30日焦
点网谈官方微信转发此消息后，即引发网友热议，网友表示，
新规来了，希望网络直播能够告别乱象丛生的时代，对信马由
缰的行为说不！

《规定》提出，不得利用直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
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传播淫秽色情等法
律法规禁止的活动。网友“天蓝蓝”表示，网络直播实名制挺
好，这样每个主播都不能肆无忌惮，一经追责即面临严惩，净
化网络环境，既要自律也要他律。“小米妈咪”说：“现在很多未
成年人也在参与或观看网络直播，有些直播内容毫无底线，不
要说孩子们，成年人也未必受得了。新规出台，关键在落实，
希望会对现下的直播乱象有所遏制。”

除了针对直播平台和主播，《规定》对直播观看者也做了
要求，要求用户在参与直播互动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文明
互动，理性表达。网友“药草香”认为，网络直播乱象频发和直
播受众也有直接关系，观众很多是怀着猎奇的心态看直播，如
果观众能够保持理性，对一些“任性”直播坚决抵制，那乱象自
然会好很多。网友“莎莎”表示，不少主播在利益的驱动下，为
了吸粉、刷礼物赚钱，必须要博出位，往往突破底线。希望借
此新规的实施也提醒观众坚守底线，对“无下限”的行为不买
单，毕竟守护网络文明，人人有责。

2016 年 12月 1日，王成俭

荣登中国文明网《好人 365》封

面人物。王成俭，焦作市博爱县

柏山镇下期城村村民，50多年

前在本村开了理发店，从最初的

几分钱，到后来的几毛钱，再到

如今的一元钱理发，王成俭理发

的收费标准一直远低于同行。1

元理发坚持 25年，他用助人的

爱心善举和诚实守信的精神感

动着我们每个人。今天，让我们

一起走近王成俭。

王成俭在理发店免费为贫困老人理发。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今年以来，南阳内乡县国土资源
局以“两学一做”为主线，积极探索新
形势下机关党建工作创新。一是打牢
学习基础。坚持周一班子成员例会、
周五集体学习，认真开展“国土资源大
讲堂”，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对党
员党纪党规教育。截至目前办理举报
案件10件，查处纪检监察案件6件，
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在该县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表彰大
会上，局党委被授予县“五星”党组织
荣誉称号。二是举办各种活动，营造
良好氛围。围绕“市级文明单位”创
建，邀请县进修学校老师讲解《文明礼
仪知识》；邀请市国土资源局法规科同
志讲解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新政，增强
职工素质，依法行政，热情服务，提高
了文明单位创建水平。 （谢占敏）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来，南阳宛城区
审计局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通过形
式多样的学习，加深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的认识和
理解，达到正心修身、培根固本良好效果。
下一步，要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审计工作
中，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和规范党
内政治生活，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张文华）

今年以来，驻马店西平县启动实施人
才“种子”工程，以党员人才为重点，坚持政
治素质优、业务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的选人
导向，建立320余人的“种子资源库”。以提
高思想道德素质和创新能力为核心，对入
库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行

业技能教育培训。注重发挥“种子”人才作
用，鼓励引导其到农村基层、企业一线进行
科技服务，累计解决扶助资金 900多万元，
建立特色产业基地 28处，带动 3万余名群
众创业致富，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王永吉）

近日，南阳内乡县检察院会议室，大屏幕上播放着谢某故意伤
害案的视频资料。这是该院为了规范司法行为针对全院干警开展
的“谈案说法讲规范”系列讲座的活动现场。

去年以来，为认真纠正检察干警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的司法不
规范问题，该院创立了“内检讲坛”，组织本院干警结合案件办理的
做法和体会、成效和收获，以案说法，议案讲规范，用身边案教育办
案人，用身边干警办理案件的亲身经历，教育提醒干警公正司法、
规范执法，提升办案水平。采取“课堂议案”和领导点评的方法，由
主持人随机抽取3—5名干警对授课案件进行讨论。被点到的干
警或谈收获，或提问题，或发表看法，授课人则针对干警的疑问，答
疑释惑。“采取院内干警办案说法、‘课堂议案’和领导点评的教育
培训形式，授课人和听讲人都有压力，倒逼授课人精心备课，听课
者认真思考，倒逼干警规范执法行为，又为干警提高素质‘充电’。”
该院检察长黄玉林说。据悉，该院已举办“谈案说法讲规范”讲座
39期。两年来，通过“讲议评”倒逼规范执法，促进了全院干警素
质、业务、形象大提升，目前该院已有3项工作被省检察院确定为
品牌工作，6项工作机制在全市推广，28名干警受到市级院以上记
功或表彰。 （郑天庆 马文生）

“讲议评”倒逼执法规范

“两学一做”促党建水平提升

西平“种子”工程选育优秀人才队伍

对标看齐 深化学习

上蔡县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工作中，因地制宜，强化党组织引
领，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供有
力保障。他们依托侵害群众利益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活动，对村（社区）

“三资”情况摸底核查，做到“三资”管
理财清、物清、账清，并予以公示。对
村级集体资产资源，采取多种形式，
抢抓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机遇，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实力。该县制定了系

列壮大集体经济的政策文件，明确要
求2019年每个乡镇建成1个集体经
济示范村，每个示范村必须建经济示
范实体，带动农户致富增收；把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纳入乡村两级党组织
书记的各项工作任务并进行考核，层
层签订“责任书”。县党建工作领导
小组对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情况跟踪
问效，并制定严格的奖惩措施。

（张继军）

为营造军营纯净绿色的政治生态环
境，近日，解放军防空兵学院利用教育展
板、专题讲座等多种教育手段增强广大官
兵识别邪教、抵制邪教的能力。活动过程

中，部分学员主动当起了“反邪教科普志愿
者”，他们用鲜红的事例揭露了邪教的本质
及其危害，受到官兵一致好评。

(李东川 李立川）

多举措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反邪教警示教育走进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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