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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脱靶”又“跑偏”，基层扶贫怎么干
本报记者李雄鹰、周楠

未及时接到脱贫攻坚巡查组电话，被问责处分；扶贫手
册中写错两个标点符号，登上“黑榜”被全县通报，还被扣一
年的绩效奖励；市领导进村检查扶贫工作，发现一名驻村干
部在看手机，大为光火，给予处分……

这些发生在基层的真实案例，乍一听让人大跌眼镜。“不
干不作为，少干慢作为，多干乱作为”，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记
者日前在基层采访时，一些基层扶贫干部戏谑打趣的说法。

夸张用语的背后，折射出一些地方在扶贫检查考核中存
在问责“跑偏”“脱靶”的现象。对此，部分基层干部感叹“诚惶
诚恐、又累又怕”。长此以往，既导致问责不严肃，更打击了基
层扶贫干部的积极性，影响脱贫攻坚战的顺利推进。

标点写错要问责，看两次手机挨处分

多地基层人员反映，部分地方干部到基层
检查扶贫工作时，曲解中央精神，在检查考核
中不问青红皂白，不考虑实际情况，不听基层
解释，一拍脑袋就问责

西部某省一个贫困县，规定每份扶贫手册不能有填写
错误，涂改的地方不能超过两处。今年上半年，在一次扶贫
检查中，县检查组发现一份扶贫手册中有两处标点符号错
误，随后，填写资料的驻村干部不仅登上“黑榜”被全县通
报，还被扣了一年的绩效奖励。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了解到，近一年来，随着基层扶贫表
格资料负担过重问题不断得到重视，多地督查考核、脱贫摘
帽第三方评估不再一味只看扶贫表格和资料。

“关键还是要入户调查，看看老百姓家里‘一达标两不愁
三保障’问题解决得怎么样。”长期关注扶贫的广西行政学院
教授凌经球告诉记者。“写错两个标点符号就被问责，太任性！”

西南省份一位驻村扶贫干部同样满腹苦水。今年下半
年，一位市领导到村里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市领导进贫困户
家中调研时，发现这位干部正盯着手机看，到调研结束时，
发现这位驻村干部又在看手机。市领导顿时大发雷霆，批评
驻村干部不将领导调研当回事，不好好配合，转身“建议”县
里给这位干部处分。

最终，这名帮扶干部果然被处分了。“没有其他违规违
法行为，就是市领导认为这名干部工作不上心。”县里知情

干部告诉记者，上级领导提了处理意见，县里不敢违背。
正如日前安徽全椒县一名扶贫干部因未能及时接听脱

贫攻坚巡查组电话被处分一样，多地基层人员反映，部分地
方干部到基层检查扶贫工作时，曲解中央精神，在检查考核
中不问青红皂白，不考虑实际情况，不听基层解释，一拍脑袋
就问责，一不高兴就给处分，问责泛滥成了压在一些扶贫干
部心头的一座“大山”。

部分干部权力任性，问责简单粗暴

一些干部对扶贫工作并不真了解，自然
抓不住扶贫督查检查的重点，只能抓住表格
资料填写、扶贫知识背诵、是否及时接电话等
枝节问题“做文章”

面对依然严峻的脱贫攻坚形势，一些基层受访人员认

为，必须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强烈信号，“动员千
遍，不如问责一次”。然而，部分地方出现的对基层扶贫人员
的问责简单化、粗暴化，甚至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无疑
会削弱问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甚至打击扶贫人员担当干
事的积极性。

有基层扶贫干部表示，慑于粗暴简单问责，部分基层干部无所
适从，无论怎么做都是错，“人在路上走，锅从天上来”“不干不作为，
少干慢作为，多干乱作为”等段子背后，也有干事创业积极性受打击
后的心灰意冷。

分析这种问责“跑偏”“脱靶”的成因，凌经球认为，首先
是部分地方干部存在权力滥用、权力任性等问题，往深层里
说，还跟部分干部的认识、能力有关系。这些干部对扶贫工作
并不真了解，自然抓不住扶贫督察检查的重点，只能抓住表
格资料填写、扶贫知识背诵、是否及时接电话等枝节问题“做
文章”，而非扎扎实实开展入户调查，给基层扶贫工作和人员
以恰当评价。

此外，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发现，在“跑偏”问责、“脱靶”问
责背后，往往是部分地区的扶贫评价考核机制本身就存在问

题。
比如，中部某县一名镇长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省里组

织各县成立检查组交叉检查扶贫成效，进行打分排名，每个县
都怕在省里排名垫底，所以想尽办法查别县的问题，“有了这种
心态，怎么可能实事求是？怎么做到全面客观？”

对基层扶贫干部，应严管厚爱相结合

要做到精准问责，既要让参与检查考核的
干部加强学习，深入了解扶贫现状，补齐能力短
板，也要在检查考核队伍中配备专业人士，精准
发现问题，精准做出处置

脱贫攻坚任务无比艰巨，基层扶贫干部是脱贫一线的主力
军。对待他们，必须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绝
非问责越多越重就越好，更不能通过“泛滥问责”“跑偏问责”“过
度问责”来推进脱贫工作，这样会严重挫伤基层扶贫人员的积
极性。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按照党
纪政规，追责有严格的规定和程序，决不能以言代“法”，不能泛
化、滥用。一事当前，该不该追责、谁该被追责、怎样追责、追责
到何种程度，关乎追责的作用和实际效果，甚至关乎政府和党
组织的公信力。

庄德水认为，不能因为上级督导组的反馈或个别领导的意
志，就实施不恰当的追责，应该尊重事实本身的真相，注重追责
的标准、原则，进行精准追责，才能实现追责的初衷。

凌经球认为，要做到精准问责，既要让参与检查考核的
干部加强学习，深入了解扶贫，补齐能力短板，也要在检查
考核队伍中配备专业人士，精准发现问题，精准做出处置。

同时，更要体察基层干部的不易，学会约束管理自己手
中的督察问责权力，不能出现“以言代法”的情况，甚至仅凭
个人情绪就草率问责。

庄德水表示，问责无小事，必须严肃，必须建立在事实、依
据、程序等都准确无误的基础之上。要严格依法依规，深入调查
核实，听取当事人解释，综合考虑动机态度和客观实际，正确区
分无心之失和失职违纪行为。

要在清楚了解事情前因后果后，实事求是、不掺杂任何
情绪因素、严格按照程序开展问责处分，既不放过失职失责
者，也不会让任何一名基层干部被委屈错怪，既起到警示教
育作用，又激励增强干部担当精神，更好地履职尽责。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漫漫画画：：曹曹一一

创新党建让北京红色地标更“热”

本报记者李坤晟
实习生王哲涵、乔笛宇、于怡冉

吴昊抬起右手擦了擦额前的汗水，指着手机
对记者说：“你看，这是‘七一’前一周的数据。今年
前 6 个月的讲解工作量就和去年一整年持平。”身
为香山双清别墅讲解班班长，吴昊业余时间爱听
红色经典。他说自己很幸运，因为爱好就是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实现了新飞跃。在首都北京，中央和北京市各
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建活动，形式也不拘一格。
越来越多的党员走出会议室、报告厅，前往“红色
地标”开展丰富多彩的党日活动。党员们亲临历史
现场，感受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在重温“初心”
中坚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
之基。这样的变化，让吴昊的工作越来越忙碌，讲
解工作也带给他越来越多的成就感和荣誉感。

近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北京走访了香山
双清别墅、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京西山无名
英雄纪念广场等红色地标，从一个侧面记录下新
时期党建工作的新变化。

红色地标人气旺起来

“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七一’那几天，都没有落
脚的地儿。”常来香山踏青散步，特别喜欢到双清
别墅流连的江阿姨感叹。

双清别墅位于北京海淀区香山公园南麓的半
山腰，原是清代皇家园林香山静宜园“松坞山庄”
旧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迁往北平。1949 年 3 月 23 日，在河北西柏坡，毛
泽东同志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
子。”1949 年 3 月 25 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西
苑机场举行了入城式，当晚毛泽东住进了香山双
清别墅。在这里，毛泽东签发了《向全国进军的命
令》，发起了渡江战役。“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
师过大江”，这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
京》的诗篇，正是写作于双清别墅。

现在，讲解员吴昊会在手机上详细记录每天
前来双清别墅进行党建活动的团体。在今年“七
一”前一周，双清别墅讲解班讲解场次多达 189
场，听众人数达到 6374 人。讲解员一天为 10 多
个党建团体讲解成了常事。最多的时候，一天有
30 多个团体前往双清别墅开展党日活动。

“6 月 29 号这天，我一共讲了 25 场，经常是
两三个团体一起讲。”吴昊告诉记者。

无独有偶，在北京市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运
动纪念馆里，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
念馆)党办负责人马海亭将手在眼前一挥，划出一

个大大的弧形道：“我们平均每四五天接待十多个
党建团体，‘七一’前后更不得了。现在来馆参观者
人数不只是成倍增长，应该说是几何级增长。”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建在原北京大学红
楼旧址之上。这座建筑，1916 年开始兴建时是作
为北京大学学生宿舍设计的，1918 年建成后改为
北京大学文科教室、图书馆和校部。这里被誉为新
文化运动的中心、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的发源
地。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
义者在这里撒播了中国革命的火种，青年毛泽东
也曾在红楼一层图书馆工作。

离双清别墅大约 5 公里左右，矗立着北京西
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这座广场，是为纪念 20世
纪 50 年代牺牲于台湾的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无
名英雄而建。

刘玉平老人是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百科全
书”。头发花白的他，喜欢给过往的游客讲述纪念
广场营建史和他父亲刘光典烈士的故事。

谈及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近年来最大
的变化，刘玉平提到最多的是，来这里进行党日活
动的团体越来越多。与往年相比，来这里缅怀并重
温入党誓词的单位类型也越来越多样，“从国家部
委到街道社区、从大学到中小学、从机关到企
业……好多单位不约而同来纪念广场凭吊先烈、
重温入党誓词。”

服务水平高起来

组织党员到红色地标开展党日活动的党组织
多起来，也带动红色地标工作人员提高业务水平
和服务水平。

香山双清别墅前竖立的两面展板上，印有入
党誓词和党旗。这种配合党建活动的设置，让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行政后勤保障组党支部组织委
员朱磊印象深刻。

据吴昊介绍，每个组织党员来双清别墅参观
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都要完成一个“规定动
作”：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几年前来双清别墅，好像还没有党旗和誓
词，我今天还特意带了一面党旗，并打印了入党誓
词。没想到这里都布置好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行政后勤保障组党支部书记张家权还注意
到，双清别墅的入党誓词是最新版本。

双清别墅展厅，讲解员每半个小时讲解一次。
展厅里，一名女讲解员正捧着签字和墨迹交织的
讲解稿默默背诵。班长吴昊说：“从各个方面各个
角度来学那段历史。天天学、反复学，让你更有内
涵，让你发现自己的不足，让讲解水平不断提高。”

李婧楠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2017 年新
招聘的一名讲解员。她告诉记者，如今来北京新文

化运动纪念馆开展支部活动的党员，比自己预想
的要认真得多。党员们除了听讲解，经常还会问一
些细节，“他们想知道这些历史人物背后的故事，
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8 月 10 日，记者跟随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党支部到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参观学习。“这就
是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讲解员
话音未落，即有人问：“这是最早的那一版吗？”在
参观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提问，也不断有人解
答。

马海亭特意提及：“某次有一名党员在参观
时，指出我们展厅误将一处图片和解释放反了。经
反复核实，我们确认错误属实，及时进行了改正。”

支部活动形式多起来

“来这里学习，回到历史现场，重温入党誓词，
重温党的宗旨，能增强大家做合格党员的意识，也

能提高我们的党务工作水平。”中国石油对外
合作经理部党支部组织委员耿女士告诉记者，
她刚组织支部党员们到双清别墅开展支部活
动。

下午 5 点，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在历
时近 2 个小时的参观学习后，文化和旅游部办
公厅党支部的一位党员认为这次支部活动很有
意义：“回顾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可以看到我
们党是怎样诞生、为什么诞生的。党领导人民不
懈奋斗，伟大祖国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作为共产党员，我为我们党感到自豪，同时，
也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只要每一个党员
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迈入新时代的祖国，未来
会更美好！”

事实上，红色地标热只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加强党建的一个缩影。随着“三会一课”的不断
完善，既发扬优良传统，又借助新的技术手段，
党建活动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在双清别墅，中国石油对外合作经理部党
支部组织委员耿女士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这
是我们中国石油系统的线上党建平台，上面会
发布很多活动。通过网络参与党建，也能达到
很好的效果。”

“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完整的党支部活动
计划表，按照计划一步步地去完成。来红色地
标参观学习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石油应急管
理部机关服务中心的主任科员张玲说。

张玲的同事李钊表示：“这两年来，我真切
地感受到，支部活动形式可以如此多样。”

过去，普通党员是坐在下面记笔记的“学
生”。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党员能够参与到组
织和实施中来，可以成为“老师”。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以“我”为主题的活
动，“我和我的岗位”“我来讲业务”“我看基层”
等等。党员谭相东说：“不仅领导同志讲，青年同
志讲得更多。一级带一级，各显其能。”

▲今年 8 月 31 日，游客在北京香山公园双清别墅景区内集体诵读红色经典文章。 新华社记者荣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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