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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首席工人”值得肯定
胡建兵

公务用车标识岂能乱贴
江德斌

产业扶贫促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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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老河乡石古庄村的
村民正在采摘香菇。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产业扶贫项目，
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贫困户创业增收。

米 山摄（中经视觉）

秋收时节，在江西省樟树市吴城乡吴城村千亩柑橘扶贫
种植基地，果农们正抓住晴好天气采摘蜜橘。当地大力发展
中药材、高产油茶、有机蔬菜等扶贫产业，有力提升了贫困群
众的脱贫质量。 陈 晗摄（中经视觉）

日前，浙江慈溪市总工会对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20名技
艺精湛、勇于创新的一线优秀产业工人授予“慈溪市首席工
人”称号。近年来，慈溪市总工会通过首席工人评选表彰活
动，激励优秀技术工人在各自领域成为领军者，为慈溪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贡献。至今，全市已表彰市级首席工人190名。

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席”这个头衔，往往与一些比较显
眼、关注度高的岗位相关。据报道，此次被授予“首席工人”的
20人中，既有机械、模具、电气工程师、技师，也有汽车驾驶
员、邮政投递员、水质检验工，甚至还有最普通的一线装配技
工。他们有的是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老职工，也有刻苦钻
研、勤奋努力，善于创新的年轻人，涉及多个行业和工种。

评选表彰“首席工人”，不仅能激励优秀技术工人在各自
领域成为领军者，鼓舞广大职工以他们为榜样，爱岗敬业，刻
苦钻研，勇于创新，争创一流，还能在全社会营造重视技能，尊
重技术工人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职工增强学习技能的信心
和热情，不断提升产业工人队伍的整体素质，值得点赞。

激励更多产业工人争当“首席工人”，还应提升“首席工
人”的职业地位和物质待遇。同时，应建立健全“首席工人”评
选表彰办法，以及让优秀技术工人脱颖而出的长效机制，帮助
更多一线工人通过努力成为“首席工人”，以更好地助力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国制造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地址：江苏省南通市世纪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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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石志新

从表面上看，巨型关公雕像等项目是一
个滥建“文化地标”问题，实际上折射出的
是政绩观扭曲问题。

党员领导干部理应“为官一任，造福一
方”。作为地方党政负责人，尤其是在某地任
职伊始，往往会想干出一番政绩，这种心情
可以理解。问题是该怎么干、干出什么样的
政绩。如果出于自我表现的心理，急于想干
出一番成绩，却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尤其是
财政状况，搞脱离实际且劳民伤财的“花架
子”工程，自然会引发群众怨声载道。

各级领导干部想做出一些政绩，必须树立
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
有我”的精神境界，绝不能“事事以我为中心，
处处总想突出自己”，只作脱离实际的表面文
章，不为长远发展着想。不同的政绩观折射出
的是领导干部的不同境界。

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
什么样的政绩观才是正确的？此次住建部会
同有关部门对湖北、贵州两省的两个典型项目
作出调查处理，已经给出了明确回答。那种打
着传承文化、发展旅游、提升形象等名义盲目
建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大型工程项目，显
然是扭曲政绩观的反映，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正确的政绩观应当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满
意不满意作为判断标准。

（作者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东山路）

既要整改更要反思

许朝军

近期，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媒体和群
众反映强烈的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
目和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项目展开了调查。
其中，湖北省荆州市在古城历史城区范围内
建设的巨型关公雕像，高达57.3米，违反了
经批准的《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有
关规定，破坏了古城风貌和历史文脉。

另据报道，与关公塑像高大威猛不相称的
是，其所在的关公义园虽然对外宣称为“荆州
旅游新地标”，并想借此打响“关公文化”这张
牌，促进当地文化旅游发展，但实际上却面临
惨淡经营的尴尬，而且关公文化展示中心未经
消防验收，关公雕像基座也正在沉降。

建造如此巨大的关公雕像，绝非一朝一夕
所为，既然是违反了当地古城保护规划条例，
这样的大型建设项目当初为何能够开工并建
成一定规模？雕像地基下沉，是否存在质量隐
患？这些问题自然值得探究。对于这样的面
子工程，当地群众并不买账。如今，其经营惨
淡的尴尬处境，更是进一步暴露了当初建设决
策的盲目和畸形。对此，必须依法依规整改。

出现了违建行为，整改不难，该拆除的拆
除，该恢复原貌的责令恢复即可。但是，面子
工程背后浪费的人力、物力成本，对环境和生态
造成的危害，以及后续问题的处置代价不小。
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

因此，对于荆州关公雕像等问题，不仅
需要及时整改，当地有关部门更要深刻反
思；不仅需要对有关违规行为追责处罚，更
应该审视有关制度的漏洞，该完善的要及时
完善。唯有如此，才能杜绝类似的乱上马、
乱建设问题再次发生。

（作者单位：河南省禹州市教育体育局）

严格地标建设用地管理

王宗征

诸如住建部通报的两个问题案例，一些
“高大上”的“文化地标”，表面上是要打造
地区“文化名片”，实则是在搞形象工程，甚
至是借此圈占耕地，使耕地“非农化”。有的

“文化地标”项目还成了烂尾工程，劳民伤
财，得不偿失不说，还损害了政府形象，引
发群众不满，其深刻教训应该认真吸取。

笔者认为，对于所谓地标式文化建筑，

要在用地指标上严格把关，绝不能任性开口
子，不能让“文化地标”成为圈占耕地的借
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
线，不给涉嫌形象工程的“文化地标”立足
之地。

首先，要从保护耕地、防止耕地“非农
化”的高度，严格文化地标项目审批和立
项。树立从源头抓起的理念，明确底线，设
定红线，依法依规杜绝相关单位借“文化地
标”圈占耕地的浮躁行为。

其次，对文化地标建筑用地，要严格控制，
把用地规模限定在最小范围内。如确需建设
的文化建筑，要科学规划，谨慎运作，不搞贪大
求洋，更不能以“文化地标”的名义过多占地，
对于涉嫌搞形象工程的“文化地标”建筑，要坚
决予以制止，堵住名不符实的“文化地标”圈占
耕地这一漏洞。

第三，要抓早抓小，在防患于未然上下
功夫。规范文化地标建设行为，节约利用土
地，把相关工作做在前面。尤其是要强化审
批和立项环节，切实把住源头关，绝不允许
搞先斩后奏，更不能等“生米煮成熟饭”的
时候再去干预，应通过超前管理，把严控文
化地标用地落到实处，预防耕地因建设“文
化地标”造成浪费。

（作者单位：天津市宝坻区档案馆）

文化地标要有文化

吴 昊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
龙则灵”。对于一个地方的评价，人文特色
和风光景色往往成为重要依据，而非以建筑
是否高大、地标是否宏伟来衡量。不过，有

些地方却热衷于建设各类文化地标，除了个
别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跑偏之外，也凸显了
当地在发展上找不到路，缺乏发展自信与
底气。

一方面，部分地方错误地认为只要“砸
钱”打造“高大上”的地标建筑，就能起到

“一鸣惊人”的效果。另一方面，一些地方虽
然在建设上考虑到了当地特色，也借鉴了其
他地区的成功经验，但往往是“以形补形”，
导致建了“网红点”，却一直红不起来，甚至
成为烂尾楼。

其实，打造文化地标并没有错，错就错
在不切实际。像湖北荆州、贵州独山等地都
是历史名城，均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发掘自身的文化元素并不难。一些“典故”

“传说”也许就在旧城老区、里弄小巷中，并
不需要再建所谓的“地标”。

因此，建设文化地标，不如融“标”于
景，惠“标”于民。将投入用于生态环境、
历史古迹的治理与保护，让老百姓能够享受
到文化建筑的福利。比如，有的地方将古建
筑改造成“网红点”，把古巷修葺成步行
街，对旧城区实施环境整治、面貌升级，这
些都是遵循了实用与美观兼顾的原则，既让
群众获得了实惠，也让传统文化再放光彩。

当然，除了建好硬件之外，软件服务也
必不可少。具
备接地气又暖
心的服务，才是
景区长红、地方
有名的真谛。

（ 作 者 单
位：浙江省杭
州市临安区城
管局）

编者按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媒体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目和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项目

展开了调查，认为相关项目存在脱离实际、滥建“文化地标”、破坏自然景观风貌等问题，要求相关地区举一反三，加强监管，完善制

度，发现苗头问题及时干预、纠正，坚决杜绝滥建“文化地标”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如何更好保护历史文化和城市风貌，杜绝滥建“文化地标”等形象工程？一些读者来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上海：老地标变身新网红

城市文化地标，既体现城市
的文化传统和品质，也体现城市
的内涵和底蕴。有温度、有品质
的城市，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地
标”。但是，极个别地方出现滥建
文化地标现象，反映出对设立文
化地标的模糊认识。

城市文化地标，不应该标新
立异、华而不实。为了发展旅
游，或者传承传统文化，地方有
关部门作适当宣传、展示并无不
妥。可是，如果为了追求轰动效
应，不惜一切代价，贪大求洋，
耗费巨资，建设所谓的“文化地
标”，既不符合群众的愿望，也
不符合财政预算和科学发展理
念。这种把“文化地标”当成形
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做法，很难
得到群众的认同。

城市文化地标，应该重视挖
掘、保护和修缮。我国有五千年
的文明史，许多城市都有独特的
古代建筑、历史遗存。对这些历
史遗存加以保护和修缮，比新建

“文化地标”花钱少、收效高，
也 更 得 民 心 。 滥 建 “ 文 化 地
标”，不充分挖掘现有建筑、历
史、文化资源，不重视提升现有
人文景观或旅游胜地水平，也是
一种喜新厌旧。

城市建设文化地标，要充分
征求民意。在此基础上，相关决
策就不会偏离大方向。当然，这
也需要完善制度，重视法治建
设，建设“文化地标”的决策就
不会被个人意志所左右。不脱离
实际，不占用和浪费土地资源，
不破坏自然景观、历史风貌，这
样建起来的文化地标才会受到群
众欢迎。

多挖掘保护

少标新立异
卞广春

据报道，近日江苏扬州一车主在车身张贴公务用车字样
被罚。车主自称，为方便出入政府机关，自己在淘宝网购了
公务用车标贴。目前，在一些电商平台上，确有不少卖家售
卖公务用车标贴。有卖家甚至表示，公务用车标贴上没写任
何单位，可以放心贴。

公务用车标识制度是公车改革的重要举措，通过给公车
贴标，方便监督管理公车使用，也便于公众辨识公车。自从
实施以来，公务用车标识制度有效发挥了约束作用，使得各
地公车使用处于公开透明状态，公车私用、滥用的行为得到
有效遏制。

公务用车标识是专用标识，只能用于公务车，不得用于
私家车。违规使用公务用车标识的行为，具有很大的社会负
面效应，不仅破坏了公务车监管环境，亦容易混淆视听，有
损政府部门形象。对于此类私贴、买卖公务用车标识的行
为，应予严格禁止，不能简单批评教育，应追究相关人员冒
充政府公车、私用政府公务用车标识的法律责任。

在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的同时，还要加强供给端的管
理。对于公务用车标贴的印制、销售应出台专门管理规定，
严禁企业擅自印制、销售。目前，电商平台有不少卖家在公
开销售公务用车标贴，不利于市场管理，会衍生诸多问题。
因此，平台除了对此类商品予以清理外，还应要求商家需具
备相应销售资质，经过备案方可上架销售，并采取实名制登
记销售，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作者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飞檐翘角式的建筑外观，如同将时光
凝聚在数百年前，但在这里，你又能买到
大白兔、回力、飞跃等一系列“老字号”
国潮品牌。国庆长假期间全新亮相的豫园
百货，让上海知名旅游地标豫园变身为新
网红。

豫园百货所在的天裕楼是上海最高的明
清式仿古建筑，地上6层，地下1层。站在
天裕楼至高处的凝晖阁上，一面可以俯瞰有
着400多年历史的豫园，一面能眺望黄浦江

对岸的上海中心等摩天大厦，清风徐来，仿
佛穿越时空。

若你觉得徜徉在有400多年历史的豫园
还不过瘾，可以驱车前往上海松江区的广富
林文化遗址，看看数千年前的先民如何渔猎
耕种、休闲娱乐。

在广富林文化遗址核心保护区的北面，
国庆假期前刚刚开业的广富林考古遗址展示
馆，外形设计灵感来自考古发现的陶罐半埋
在泥土中的样子，由三个罐体和五片陶片构

成。这一展示馆不仅外表颇为生动，内部也
不容小觑，在2960平方米的内部展示空间
里，设有正厅以及“文明之源”“城市之
光”“历史之脉”三个独立展厅，展品遴选
了广富林考古发现的具有代表性的159组文
物珍品。

据统计，国庆假期首日，广富林文化遗
址吸引了9300多名游客，其中广富林考古
遗址展示馆入馆近3800人次。

（据新华社电）

图① 演员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表演（1月17日摄）。该步行街以唐代元素为主
线，打造文化浓厚的现代时尚街区，已成为西安旅游新地标。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图② 8月10日，游客在成都宽窄巷子步行街游览。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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