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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地大力推进精准扶贫，许多贫困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但记者采访发现，仍有一些贫困村在落实扶贫政策时“撒芝麻
盐”，致使精准扶贫的政策效力被大大稀释。

记者在山西的一个贫困村遇到这样一件事。去年村里用扶贫
资金买了一批扶贫羊，本打算分给贫困户，让他们养羊脱贫。但村
干部生怕分配不公引发矛盾，干脆全村每人分一只，剩下的又6人
合分一只。结果仅大半年时间，这些羊就被村民们卖了一多半，没
起到预期扶贫效果。

当地扶贫干部则对此见惯不怪，表示“这在基层并不新鲜，不这
样搞村里矛盾太大，弄不好政策会推行不下去”。为了把政策推下
去，就搞“撒芝麻盐”，让全村不分贫富地吃大锅饭。如此这般政策
倒是推下去了，效果何在？

这些干部看似在认真推进政策，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推卸责
任。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在一些贫困村，各项脱贫政策逐一
落实，但贫困户的帽子就是摘不掉。问题不是出在农民身上，而是
出在基层干部的状态和作风上。正是因为少数基层干部怕惹麻烦、
闹矛盾、怕被群众举报，精准扶贫好搞就搞，不好搞就变通、逃避。
这种作风和方法不改变，不仅会使精准扶贫的效果大打折扣，还会
让贫困群众对好政策心生误解。

政策有刚性，执行绝不能搞变通。当前，多数基层干部不辞辛
苦，千方百计为群众脱贫奋力攻坚；很多贫困村严格把扶贫资金花
在贫困户身上，并没有引发多大矛盾，更没有出现政策执行不下
去。相比“撒芝麻盐”的做法，这才应该成为精准扶贫的主流。

精准扶贫事关2020年全国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的实现，容不得半点马虎。基层干部既然知道精准扶贫的

“绊脚石”在哪儿，就该迎难而上，坚决“清障”。当前，尤其需要从干
部状态和作风抓起，建立一支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善啃骨头的基层
扶贫队伍。对那些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应坚决予以问责，让精准
扶贫的压力真正转化为基层干部的动力，充分发挥出脱贫攻坚的

“领头雁”作用。

让关爱的阳光精准洒到
每个留守儿童身上

□蔡馨逸 张逸飞

根据民政部日前的公布数据，经过精准摸排发现，目前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这一数字虽然比此前研究
报告推算6102万人大幅减少，但依然庞大。这意味着关爱和
保护农村留守儿童、让阳光精准洒到每个留守儿童身上，仍
任重道远。

父母不在身边、生活缺少照料、学习缺乏引导、心事无人
诉说，不少农村留守儿童遭遇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近
年来发生的多起农村留守儿童受到人身伤害甚至身亡的事
故，一次次刺痛人们的神经。

事实上，政府部门历来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在
切实保护留守儿童权益方面制定了相关制度。今年2月，国
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对家长、学校、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职责作出规定，以确保农村
留守儿童得到妥善监护照料和更好关爱保护。随后，山东、
陕西、甘肃、湖北等地也出台了地方性实施意见。

然而，制度建设只是关爱与保护留守儿童工作的第一
步，能否取得成效关键要看落实。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政策
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还带有普
遍性。比如，建立的留守儿童救助机构覆盖范围有限，难以
满足实际需求；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流于形式，成为逢年过
节才有的“福利”；帮扶工作团队不够专业，只注重留守儿童
生活上的温饱，忽视他们内心的孤寂。

同时，据此次摸排统计，超过90%的农村留守儿童分布
在中西部省份，江西、四川、贵州等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都
在70万以上。家庭监护缺失问题在摸排中仍较为突出，有
36万儿童只能留守农村、无人监护。

让每个留守儿童都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需
要从城市到农村，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通力协
作。各地不仅要精准掌握留守儿童的实时信息，还应因地制
宜，在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的专业化和体系化上下工夫，形成
丰富的关爱服务体系，构筑起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专业
化网络。城市政府也应努力创造条件，降低进城务工人员未
成年子女随迁的门槛。让关爱的阳光精准洒到每个留守儿
童身上，是全社会的责任。

北大校长林建华日前表示，未来将
尝试取消院系领导的行政级别，释放出

“去行政化”改革的积极信号。然而，高
校并非孤立于社会，只有象牙塔内外形
成合力，通过制度设计倒逼“官本位”思
想的转变，高校“去行政化”之路才能走
得顺畅。

事实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去行
政化”改革早有要求。1985 年我国就
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2010 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国家
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也都明确学校等事业单位“取消
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
式”。2015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
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
变的若干意见》，要求政校管办分离，加
大政府简政放权，减少对学校办学行为
的行政干预。

然而，高校“去行政化”之难超乎人
们想象。毕竟，在现实中，行政化的背
后是资源的配置权和话语权。在校内，
校长、院长掌握了学校的大量学术和公
共资源；在校外，高校行政级别的高低
往往决定了能够获取多少类似学校基
础设施建设、科研经费申报等资源。有
高校领导曾感慨“你没有行政级别，出
去参加会议都不会受到重视”。

因此，高校“摘官帽”，并不仅仅是

取消行政级别称谓，而是要彻底清除依
附于行政级别之上的种种积弊。通过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和结构，改变行
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的现状。同时，
从整个社会管理来看，还需要建立新的
评价体系和制度，倒逼“官本位”观念的
转变，真正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唯有如

此，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才能顺利推
进。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党中央的战
略决策，也是无数国人的梦想。只有加
快推进“去行政化”等一系列实实在在
的改革，充分释放大学本当拥有的生命
活力与学术创造力，这一目标才能真正
早日实现。

地方政府要借钱
得先想好怎么还

□韩洁 刘红霞

国务院办公厅14日发布《地方政
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明确
将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高风险地区实
行分级应急处置，必要时将依法实施
地方政府财政重整计划。在反复强
调中央不给地方政府举债兜底的基
础上，这一预案无疑对地方政府举债
发出更为明确的警示信号：今后不管
以何种方式举债，都必须在心中高悬
风险利剑，先想好怎么还债，否则将
因债务“亮红灯”而被追责。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在部
署近期经济工作时强调，要注重抑制
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预
案的出台，意味着我国政府债务管理
形成了“闭环”，在此前规范地方政府
举债融资、实施债务限额管理、纳入
预算管理等举措基础上，从风险预警
和应急处置环节加大了刚性约束。

根据预案，一旦启动财政重整计
划，地方政府必须实施清缴欠税、压
减支出、处置政府资产等一系列措
施，直至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相一
致，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状态，这无疑
为地方政府收支行为划出了“红线”。

更值得关注的是，继2014年国务
院43号文之后，预案再度强调地方政
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
央实行不救助原则，而且强调地方政
府的违规担保承诺无效。地方政府
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不要再对中央
兜底还债抱有幻想，要坚决杜绝违法
违规担保融资行为等。

防控好地方债风险至关重要。
从中央到地方人大部门必须加强对
政府债务的监管，确保政府债务全部
分类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
金预算管理，重点加大对违规担保融
资等隐性债务的监管，不让风险隐患
游离于监管之外。

过去一些地方无序举债、违规融
资现象屡禁不止，重要原因在于追责
不到位。预案对如何追责规定得明
确而清晰，只要发生四级以上的地方
债风险事件，就要适时启动债务风险
责任追究机制，不仅依法追究本届政
府任内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还明
确规定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不得重用
或提拔，对属于离任领导责任的也要
依法追究。落实好这些严格规定，无
疑会给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带来强大
震慑，倒逼地方规范举债，守牢不发
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对地方政府而言，要把这些刚性
约束时刻装在心里，举债前务必要想
好怎么还。

要把为人父母
当成一门大学问来做

□胡浩

孩子被欺负，该告诉老师还是鼓励他打回去？图书馆地
上堆着废纸，是视而不见还是弯腰捡起？自从孩子出生的那
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家庭的教育指引，就会刻在他们的性
格和习惯中，相伴一生。孩子是父母的“镜子”，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生的老师。

近日，全国妇联、教育部等9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指导
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强调家庭教育
的重要性，提醒人们要把为人父母当成一门大学问来做。

为人父母，最简单，也最复杂。生而养之，不仅仅是让他
衣食无忧、保他安全太平。人生的道路上，父母将与孩子一
同遭遇各种成长的烦恼，并需要在各种难题面前寻求解决之
道，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拥
有健全的人格操守。为人父母，既要确保孩子的身体健康，
又要确保心理健康；既要重视孩子的智力发育，又要做到各
方面能力均衡发展；既要教给孩子知识，又要教他学会做人。

为人父母，要律人，更需律己，要明白身教胜于言传。“不
要认为只有你同孩子谈话、教训他、命令他的时候，才是教
育”，而要懂得，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孩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人父母，是本能，更是学问。老鹰将小鹰踹下悬崖，陪
它飞翔，大狮子带领小狮子奔跑觅食，逐渐成长。求生的教
育似乎是一种天性，但成才的教育却离不开父母科学、理性
的指引。正如这部规划中所提倡的，只有坚持科学引导、规
范管理、依法推进，深化家庭教育科学研究，才能了解家庭教
育的奥秘，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才能做好为
人父母的这门大学问。

又近岁末年关，农民工工资问题
再度牵动社会神经。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 12 部门近日下发通知，将从
2016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7 年春节前在
全国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
项检查。这体现了党和政府维护农民
工权益、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顽疾的
决心。

欠薪何以难治，其中既有企业经营
的原因，更有个别企业主昧着良心恶意
欠薪的因素。一些建筑工程层层转包，
形成了层层盘剥的“食物链”。处于“食
物链”顶端的开发商和施工总包企业一
旦恶意欠薪，处于“食物链”最底端的农
民工往往受到最大的伤害。

自 2002 年以来，我国就对欠薪行
为发起整治行动。2011年，“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被列入《刑法》。最近几
年，每到岁末年关相关部门和地方都
会组织执法检查；各部门也在逐步完
善预防和处罚机制，欠薪在一定程度
上有所缓解，但总体上仍屡见不鲜，屡
禁不止，农民工讨薪的场景依旧年年
上演。

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离不开政府
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法律法规的完
善。但在完善制度设计、加大执法力度
的同时，在社会道德层面培育对农民工

“感同身受”的良知，同样无法取代。
要让全社会每一个人认识到，近3

亿在城镇打拼的农民工，其中可能有我
们的父母兄弟，或者是朋友同乡，他们
辛苦一年，最大的期盼就是拿到辛苦钱
回家。在他们背后，或许有正在等着学
费上学的孩子，或许有急等着用钱的病
人。扪心自问，他们的工钱能欠吗？！

当前，我们正迈向全面小康，农民
工兄弟是全面小康的建设者和参与
者，也理所当然地应当享受小康成
果。工资动辄被拖欠不仅仅是他们自
己面临的难题，更是小康路上全社会
要共同面对的考题。能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这个问题，拷问的是社会的良
知。每个人都应当以最大善意来对待
农民工工资问题。

落实扶贫政策不能“撒芝麻盐”
□吕梦琦

解决农民工欠薪在拷问社会良知
□樊曦 齐中熙

为高校“摘官帽”一赞
□高健钧 魏梦佳

兼职兼薪莫忘坚守规矩
□余晓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实行以
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允许科研
人员和高校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这意味着科研人
员从事兼职工作和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从

“灰区”走到“阳光”下。
“不能让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尊重劳动、知识、人

才、创造”“让科研人员名利双收”……这些观点喊了不少年，
囿于人事、分配制度的窠臼、考核指挥棒的扭曲和激励政策
的缺位，一些科研成果束之高阁，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高
知群体不能合理流动和充分利用，遑论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这是科研人员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创新发展动能的损
失。此次从“灰区”到“阳光”下的政策突破，无疑是一次思想
解放和改革攻坚。

事实上，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兼职兼薪从诞生就伴随着
争议。一方面人们认为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知识创造价值、
价值创造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也质疑，科研
人员和高校教师兼职后无法安心本职工作。

要想消除疑虑，兼职兼薪的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应该有
规矩意识。不能荒废本职是前提。对兼职人员，高校和科研
机构要建立科学的职务考核和评价机制，避免兼职人员不尽
职或“吃空饷”。依法依规是底线。科研机构、高校应当规定
或与科研人员约定兼职的权利和义务，不得泄露本单位技术
秘密，损害或侵占本单位合法权益。阳光透明是保障。科研
人员兼职要经所在单位同意，在所在单位公示。兼职取得的
报酬原则上归个人，建立兼职获得股权及红利等收入的报告
制度。

激励与约束相伴相生。对于兼职兼薪的科研人员和高
校教师而言，只有讲规矩，才能不辜负政策善意，只有守规
矩，才能收获应得。

本版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