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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不唯论文”为高校改革作表率

据央视财经报道，仅仅读过三
年夜校的犯罪嫌疑人周某，打着“孟
河医派”“中医世家”“祖传膏方”的
旗号售卖中药膏方，涉案金额超百
万元。消费者自以为花高价买到的
祖传秘方 ，实际上掺杂了违禁药
物、西药成分甚至是罂粟等毒品。

制作成本五六十元 ，添加了罂粟
壳，就卖到三四百元，添加了西布
曲明或西地那非，有减肥功能的，
价格直接到 880 元。

漫画：曹一

中医药确实有一定养生保健的
功能，但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
候，务必擦亮双眼，不被“祖传”“世家”

等旗号所蒙蔽。应当查看行医资质和
营业执照，别拿生命健康开玩笑。

本栏主持：刘晶瑶

假冒“老中医”

将将博博士士生生从从过过去去不不合合理理的的学学术术评评价价制制度度中中解解放放出出来来，，有有助助于于从从整整
体体上上优优化化学学校校的的创创新新环环境境、、学学术术环环境境。。在在破破除除““五五唯唯””的的改改革革方方面面，，谁谁能能
率率先先跳跳出出““学学术术 GGDDPP””的的思思维维局局限限，，谁谁就就赢赢得得了了引引领领未未来来的的先先机机

信信息息公公开开为为何何““两两头头热热中中间间冷冷””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白白靖靖利利

将将于于 55 月月 1155 日日起起全全面面施施行行的的““修修订订版版””政政
府府信信息息公公开开条条例例，，不不仅仅扩扩大大了了政政府府信信息息主主动动公公
开开的的范范围围和和深深度度，，还还明明确确了了政政府府信信息息公公开开与与否否
的的界界限限并并完完善善了了依依法法申申请请公公开开的的程程序序规规定定。。新新
修修订订的的条条例例将将有有助助于于更更好好地地推推进进政政府府信信息息公公
开开，，切切实实保保障障人人民民群群众众依依法法获获取取政政府府信信息息，，也也能能
更更好好地地推推进进全全面面从从严严治治党党和和依依法法治治国国在在各各地地各各
部部门门的的落落实实。。

从从中中央央印印发发《《中中国国共共产产党党党党务务公公开开条条例例((试试
行行))》》到到两两办办联联合合印印发发《《关关于于全全面面推推进进政政务务公公开开
工工作作的的意意见见》》，，再再到到施施行行修修订订后后的的政政府府信信息息公公开开
条条例例，，近近年年来来，，中中央央对对信信息息公公开开工工作作的的决决心心和和力力
度度以以眼眼力力可可见见的的力力度度在在加加强强。。另另一一方方面面，，民民众众对对
住住房房、、环环保保、、安安全全等等民民生生方方面面的的信信息息公公开开诉诉求求与与
日日俱俱增增，，越越来来越越多多人人主主动动依依法法申申请请信信息息公公开开以以
维维护护自自身身权权益益或或监监督督政政府府权权力力。。

虽虽然然中中央央要要求求掷掷地地有有声声，，民民意意呼呼唤唤也也真真真真
切切切切，，但但从从相相关关部部门门对对一一些些地地方方、、部部门门政政务务网网站站
建建设设等等相相关关信信息息公公开开的的督督查查通通报报、、记记者者的的采采访访

经经历历，，以以及及更更多多民民众众欲欲求求公公开开而而不不得得的的情情况况
来来看看，，信信息息公公开开在在不不少少地地方方和和部部门门中中间间被被做做
了了““冷冷处处理理””。。

各各地地各各部部门门纷纷纷纷开开办办了了门门户户网网站站，，有有的的
还还开开通通了了客客户户端端和和微微信信公公众众号号，，看看似似在在与与中中
央央要要求求对对标标对对表表，，实实际际上上有有一一些些根根本本经经不不起起
考考验验：：打打开开这这些些美美观观度度和和用用户户体体验验都都不不佳佳的的
网网站站、、客客户户端端、、公公众众号号，，领领导导去去哪哪里里视视察察、、开开了了
什什么么会会、、做做了了什什么么工工作作倒倒是是面面面面俱俱到到，，甚甚至至文文
视视图图俱俱全全，，但但真正事关民生利益和政府透明
度的信息几乎没有，还得让群众费尽心思去
角落里找。。

根根深深蒂蒂固固的的““家家丑丑不不可可外外扬扬””思思想想，，让让一一
些些领领导导干干部部在在面面对对需需要要公公开开信信息息时时，，习习惯惯
性性地地存存在在侥侥幸幸心心理理，，采采取取推推诿诿、、遮遮掩掩等等办办
法法，，慢慢公公开开、、假假公公开开乃乃至至不不公公开开，，让让民民众众叫叫
苦苦不不迭迭。。

““真真相相才才能能粉粉碎碎谣谣言言””，，越越早早公公开开真真透透明明，，
越越有有助助于于解解决决问问题题。。那那些些““假假慢慢不不””的的信信息息公公
开开，，最最终终不不仅仅会会使使舆舆情情汹汹涌涌，，还还会会进进一一步步扩扩大大
谣谣言言散散播播的的速速度度和和空空间间，，最最终终损损害害政政府府公公信信

力力。。
作作为为打打造造““法法治治政政府府””““阳阳光光政政府府””的的重重要要

路路径径，，政政府府信信息息公公开开以以其其提提高高决决策策的的透透明明度度、、
提提升升公公众众的的参参与与度度、、防防止止权权力力腐腐败败和和不不当当行行
使使等等诸诸多多作作用用，，备备受受社社会会期期待待。。修修订订后后的的政政府府
信信息息公公开开条条例例，，不不仅仅明明确确了了政政府府信信息息公公开开与与
否否的的界界限限，，还还细细化化了了监监督督和和保保障障等等方方面面的的要要
求求，，体体现现了了以以公公开开为为常常态态、、不不公公开开为为例例外外的的原原
则则。。

面面对对中中央央三三令令五五申申的的要要求求，，一一些些地地方方领领
导导却却总总以以各各种种理理由由对对信信息息公公开开进进行行““打打折折降降
价价””处处理理。。类类似似无无视视中中央央精精神神与与民民意意呼呼唤唤的的搪搪
塞塞推推诿诿，，让让信信息息公公开开处处于于““两两头头热热中中间间冷冷””的的
尴尴尬尬境境地地，，不不仅仅降降低低了了政政府府的的公公信信力力，，还还与与全全
面面从从严严治治党党和和依依法法治治国国道道路路背背道道而而驰驰。。

必必须须真真正正建建立立健健全全信信息息公公开开工工作作的的考考
核核、、社社会会评评议议和和责责任任追追究究制制度度，，让让主主动动公公开开、、
真真正正公公开开者者受受益益，，而而那些慢公开、假公开和不
公开者受到应有的惩处。。如如此此多多管管齐齐下下，，各各地地
信信息息公公开开才才可可能能摆摆脱脱现现有有思思维维的的局局限限，，从从““两两
头头热热中中间间冷冷””的的尴尴尬尬中中走走出出来来。。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大大棚棚房房””问问题题，，是是指指一一些些工工
商商企企业业、、个个人人及及组组织织借借建建农农业业设设
施施或或农农业业园园区区之之名名，，违违法法违违规规占占
用用耕耕地地甚甚至至永永久久基基本本农农田田，，用用于于
非非农农业业建建设设的的行行为为。。

在在发发达达地地区区、、大大中中城城市市郊郊区区、、
风风景景名名胜胜区区，，还还有有各各类类农农业业园园区区，，
把把房房子子““种种””在在耕耕地地上上，，曾曾是是吸吸引引
开开发发商商投投资资的的““亮亮点点经经济济””；；““来来郊郊
区区住住私私家家庄庄园园””的的广广告告语语，，很很多多人人
也也都都不不陌陌生生。。就就算算是是在在目目前前的的形形
势势下下，，仍仍有有村村民民心心存存侥侥幸幸。。记记者者调调研研的的一一个个小小村村庄庄里里，，一一
户户人人家家的的 1155 根根水水泥泥桩桩高高高高耸耸立立在在自自家家的的耕耕地地上上，，户户主主
表表示示，，““等等风风声声不不紧紧，，还还会会接接着着盖盖楼楼房房””。。

““如如此此触触碰碰‘‘农农地地姓姓农农’’底底线线，，直直接接影影响响国国家家粮粮食食安安全全，，
早早就就该该整整治治了了。。老百姓为这次集中清理拍手叫好。””西西部部
省省区区某某农农业业协协会会的的负负责责人人说说，，““有有些些遗遗憾憾的的是是，，不不少少地地方方
看看似似是是执执行行了了文文件件，，但但实实际际操操作作是是‘‘一一刀刀切切’’。。””

看护房整改能否给点时间

记记者者来来到到大大棚棚房房重重灾灾区区的的城城郊郊地地带带看看到到，，那那些些整整齐齐的的小小
楼楼房房直直接接夷夷为为平平地地，，建建在在大大棚棚边边的的看看护护房房有有的的全全拆拆了了、、有有的的
拆拆了了一一半半留留一一半半。。这这里里的的““私私家家庄庄园园””毕毕竟竟还还是是少少数数，，看护房在
清理整治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反反映映的的诉诉求求意意见见也也最最为为集集中中。。

““上上面面没没给给我我们们下下通通知知，，一一夜夜之之间间就就全全拆拆了了。。””农农民民韩韩
虎虎军军说说，，22001111 年年市市政政府府下下红红头头文文件件鼓鼓励励农农民民搞搞设设施施农农
业业，，明明文文规规定定看看护护房房可可以以建建 8800 平平方方米米。。最最近近突突然然间间就就给给
全全拆拆了了，，都都没没给给个个整整改改时时间间。。

确确实实，，在在 22001144 年年出出台台的的《《国国土土资资源源部部 农农业业部部关关于于
进进一一步步支支持持设设施施农农业业健健康康发发展展的的通通知知》》((国国土土资资发发〔〔22001144〕〕
112277 号号))文文件件中中，，规规定定大大棚棚看看护护房房面面积积不不得得超超过过 1155 平平方方
米米。。不不过过，，记记者者采采访访发发现现，，北北方方地地区区把把看看护护房房一一般般都都建建成成
了了七七八八十十平平方方米米，，主主要要是是因因为为 1155 平平方方米米在在现现实实中中不不够够
用用，，尤尤其其是是对对于于同同时时经经营营几几个个大大棚棚的的大大户户来来说说，，冬冬季季存存储储
蔬蔬菜菜、、农农机机具具、、生生产产资资料料、、安安置置取取暖暖设设施施以以及及生生产产雇雇工工食食
宿宿场场所所等等，，需需要要的的空空间间更更大大。。大大棚棚种种植植者者的的住住宅宅往往往往远远离离
大大棚棚二二三三十十公公里里，，在在农农忙忙季季节节也也习习惯惯住住在在看看护护房房里里。。还还有有
的的农农业业园园区区有有千千亩亩以以上上，，按按照照有有关关规规定定的的农农业业园园区区附附属属
设设施施占占地地面面积积最最多多不不超超过过 1100 亩亩的的限限定定标标准准远远远远不不能能满满
足足需需求求。。总总体体来来说说，，尽尽管管面面积积超超标标，，这这类类看看护护房房确确实实是是从从
事事和和服服务务于于农农业业生生产产的的。。农农户户呼呼吁吁给给予予整整改改规规范范的的时时间间。。

分清界限，分类治理

为为了了应应对对检检查查，，避避免免被被拆拆除除，，一一些些农农户户绞绞尽尽脑脑汁汁。。有有的的
农农户户，，拆拆除除了了有有门门窗窗的的一一面面墙墙，，把把房房变变成成棚棚。。农农民民赵赵二二永永前前
几几天天就就拆拆除除了了有有门门窗窗的的一一面面墙墙，，房房屋屋变变成成敞敞开开的的棚棚子子，，各各种种
包包装装纸纸壳壳、、农农机机具具暴暴露露在在外外。。他他情情绪绪低低落落地地说说：：““夏夏天天淋淋雨雨，，
冬冬天天受受冻冻，，瓜瓜果果蔬蔬菜菜摘摘下下来来没没法法储储存存，，等等着着上上面面有有个个说说法法。。””

““基基层层有有必必要要详详查查哪哪些些是是真真正正搞搞现现代代农农业业的的大大棚棚、、哪哪些些
是是农农旅旅融融合合必必备备的的配配套套设设施施、、哪哪些些是是打打着着现现代代农农业业幌幌子子非非
法法占占地地的的大大棚棚，，该该拆拆的的拆拆，，不不该该拆拆的的拿拿出出整整改改办办法法。。””面面对对记记
者者的的想想法法，，西西部部一一分分管管大大棚棚房房整整治治的的副副县县长长表表示示很很难难做做到到。。

不光“堵”还要“疏”

一一位位分分管管农农业业的的干干部部建建议议说说：：““休休闲闲农农业业大大部部分分在在村村
庄庄外外，，有有的的离离村村庄庄十十几几里里，，很很多多县县没没有有那那么么多多空空闲闲的的建建设设
用用地地，，想想发发展展休休闲闲观观光光农农业业有有很很大大困困难难。。希希望望国国家家和和各各级级
政政府府在在下下一一步步的的规规划划中中，，能能够够合合理理地地规规划划一一部部分分用用地地，，作作
为为休休闲闲观观光光农农业业建建设设，，在在保保护护耕耕地地红红线线的的基基础础上上，，给给农农村村
一一二二三三产产融融合合发发展展留留出出一一定定空空间间。。””

大大
棚棚
房房
清清
理理
整整
治治
的的
冷冷
思思
考考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近日，清华大学发布新修订的《攻读博士学
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明确不再将博士在学
期间发表论文达到基本要求作为学位申请的硬
性指标，也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评价博士生学
术水平的唯一依据。取消学校层面的统一要求
后，清华将鼓励各学科依据学位论文以及多元
化的学术创新成果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

论文数量是高校的“学术 GDP”，直接影响
高校排名高低和高校领导的政绩。清华大学不
再强制要求博士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确实需
要一定的勇气和魄力。这种完善学术评价制度
的新探索，有助于让清华的教育和学术摆脱功
利，也为高校破除“五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
凭、唯论文、唯帽子)的痼疾作了表率。

长期以来，各高校要求博士生发表一定数

量的核心期刊论文才能审议学位，遭师生诟病
已久。一方面，这种“唯论文”的学术评价制度，
忽略了不同学科的特性和差异，限制了一些学
科的创新与发展；另一方面，博士生迫于论文
“指标”压力，往往只能选择迎合学术期刊口味
的“短平快”课题，不能保证博士培养质量，反而
可能影响博士生群体身心健康，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催生学术不端行为。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解决学术评价
指挥棒问题，已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比如，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

副主委胡卫就建议修订《学位条例》有关学位
授予的相关规定，对“研究生发表论文才能毕
业”进行合法性审查，规范研究生毕业考核程
序等，让研究生教育的重心回归于人才培养。

有必要指出的是，清华取消博士生发表
论文的硬性要求，并不等于一些人解读的降
低学术门槛。须知，清华反对的不是博士生发
表学术论文，而是“强制要求博士生发表学术
论文”。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清华不仅会
严格考核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
实行严格的博士生分流与退出制度，还在博

士生资格考试、选题报告、中期检查、最终学
术报告等关键培养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世界范围来看，实行更科学、更灵活的
学术创新成果评价机制，已经是大势所趋。论
文依然很重要，但将博士生从过去不合理的
学术评价制度中解放出来，由“重数量”向“重
质量”转变，有助于从整体上优化一所学校的
创新环境、学术环境，激发出更多高质量的原
创性、前沿性、跨学科研究。在破除“五唯”的
改革方面，谁能率先跳出“学术 GDP”的思维
局限，谁就赢得了引领未来的先机。

作为国内最知名的高校之一，清华大学的
诸多探索都具有风向标意义。我们期待清华“不
唯论文”的改革能形成良好的示范意义，也期待
能有更多高校积极响应，结合自身实际推出各种
学术评价改革制度，切实改变功利的教育观、学
术观，为培养一流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大大
刘刘
的的
﹃﹃
毛毛
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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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级的“担当”真正为基层“减负”

越越是是机机制制衔衔接接尚尚不不通通畅畅的的地地方方，，越越需需要要条条块块之之间间各各担担其其责责，，保保护护
基基层层干干事事落落实实的的积积极极性性。。有有的的地地方方只只““传传””只只““压压””，，层层层层加加码码，，一一味味问问
责责，，长长此此以以往往，，部部分分基基层层已已出出现现““虱虱多多不不痒痒、、债债多多不不愁愁””的的麻麻木木苗苗头头

本报记者陈席元

2019 年是“基层减负年”。记者连日来在东
部某省走访时，不少基层镇村干部却反映“减
负”获得感不强。

近日，在某重大事故发生地，有干部向记者
诉苦，该事故发生后，但凡涉及安全生产方面的
事情，上级各部门是“互相推诿、避之不及”。比
如，当地有一家菜场要进行综合整治，乡镇与县
住建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多方协商，
结果还是以“属地管理”为名，将责任推到乡镇
政府头上。

“我就纳闷了，当初批建这个菜场的时候，
对于明显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怎么没根据‘属
地管理’原则听取乡镇意见呢，现在要整改就推
给我们？”乡镇主要负责人直言道，“我想反问，
这个菜场难道不是在县政府辖区吗？各个局作
为县政府职能部门难道不应该为县政府担起属
地管理责任吗？”

“可以说，‘属地管理’四个字是我们基层村
干部最讨厌的。”江苏苏州一名村党委书记说，
“村级没有执法权，但是辖区范围内所有事情都
要你牵头。以拆违为例，要我们村干部冲在最前
面，城管等部门反而成了配合方。”

“‘属地管理’和责任状，已经异化为上级将
责任风险甩给下级的‘挡箭牌’。”东部某省一名
村支书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根针最
后都到村里，很多工作只要实行‘属地管理’，不
论村里能不能解决的事情都落下来，减负从存
量上就减不动。”

近年来，随着深化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步伐的推进，各类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也在往基层下沉。这一过程中，越是机制衔接
尚不通畅的地方，越需要条块之间各担其责，
保护基层干事落实的积极性。然而，压力层层
传导、责任层层落实，到有的地方，就变成只
“传”只“压”，层层加码，一味问责，长此以往，
部分基层已出现“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麻
木苗头。

不少基层干部发现，从“管理”转向“服
务”以后，很多工作缺少抓手，任务难以落实；
会议议而不决、决而不定、定而不行；文件语
焉不详，还需要出台细则才能执行，基层工作

更多忙于应付上级考核问责，面对群众的时
间少了，像在“悬浮”运转。

前段时间，也有专家认为，之所以会有
“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一个原因就是上
一级文件未能真正推动需要解决的重难点问
题。

“基层减负关键在领导，尤其是当地主要
领导，没有正确的政绩观、发展观，不切实转
变形式主义，基层减负永远停留在口头上。”
某镇党委书记如是说，“什么叫‘老大难’，就是
‘老大来了就不难’，现在都要求一岗双责、党
政同责，凡事一把手要抓起来，但正是个别上
级领导的缺位、推诿，使一些基层老大难问题
久拖不决。”

权责要统一，有权要作为，作为要担责。
用领导的“落实”压实基层的“悬浮”，用上级
的“担当”真正为基层“减负”。挑子就在这，谁
背都是背，上级多“担”一些，基层的负重自然
“减”一些。

前不久，我回老家参加
表侄的婚礼。过去农村往往
是在自家院子里操办婚礼：
自己买来食材，从厨艺高超
的村民中请一位掌勺师傅，
至于锅碗瓢盆、桌椅板凳，自
家不够用就到村里其他人家
去借，还的时候带上点吃的、
喝的作为回礼，东西虽然不
值钱，但一借一还却能让全
村人都沾上喜庆的气氛，这
让带有“众筹”味道的乡村婚
礼显得格外热闹。不过，当下
农村婚礼也开始向城里学
习，为了方便，省事，大家开
始普遍选择在饭店举办婚
礼，表侄的婚礼也不例外。

中午，参加婚礼的人群
来到饭店，刚一落座，服务员便给每个人发了
一套一次性餐具，这套餐具包括一个塑料小
碗、塑料杯子、塑料小勺子，外加一包餐巾纸。

正当我感叹现在乡村饭店餐具供应也
如此贴心的时候，却看到邻座的大刘拿出餐
巾纸后看也不看，直接扔到了地上，这让我
不仅好奇起来。大刘看出了我的好奇，转过
身来对我说这种餐巾纸太脏了，劝我也不要
用这种餐巾纸。

大刘说自己前两年在外打工时曾在一
家纸巾厂工作，工作中发现一些低端纸巾厂
生产出来的餐巾纸看着虽然也是白白净净，
甚至还带有香味，但其实生产环境十分恶
劣，让人触目惊心，产品质量更是不能让人
放心。大刘说这些餐巾纸大多销往了农村，
所以每当拿到这类餐巾纸，他马上就想到了
生产车间里的污水四溢，如果不赶紧扔掉，
估计他对中午的饭菜都难以下咽。

听完大刘的陈述，我也不禁沉默起来：
过去办婚礼，锅碗瓢盆都是从村里“众筹”

的，但没听说谁嫌弃借来的锅碗不干净，现
在生活好了，大家也开始使用一次性餐具
了，结果反而觉得不卫生了，这真是让人哭
笑不得。正当我不知该不该听从大刘的建
议，把纸巾也扔掉时，大刘接着说，他后来觉
得纸巾厂的环境太恶劣，跳槽去了一家果汁
厂工作，结果发现情况比纸巾厂好不了哪
去。大刘说他就职的那家果汁厂也是小作坊，
很多果汁都是加上色素勾兑的，生产车间里
冬天还好一点，夏天是蚊蝇横飞。为了健康，
他也是没干多久就辞职了。

这两次的打工经历让大刘没挣上什么
钱，反而落下了“毛病”：现在对于纸巾、果汁，
大刘一般都是不用、不喝，除非是大品牌、大
厂家的，这也让大刘在平日的生活中因此时
不时遭遇到调侃，大家都笑大刘出去打工一
趟，钱没挣到，对生活的品质却不切实际地提
高了。（关晓海）

近期，国家正全面清

理整顿“大棚房”“山庄别

墅”等违法违规行为 ，严

格保护耕地，从严管控土

地使用，对违法者坚决不

手软。地方在执行政策时

也要真正领会中央精神，

全面调研，区分哪些是真

正要打击的破坏耕地行

为，哪些是为农业服务的

举措 ，避免“一刀切”，操

之过急，“一拆了之”带来

的后遗症

“好人主义”要不得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屈屈凌凌燕燕

近期，浙江永康市两名村党支部书记因不正确履行
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两个村的党员
受到集体提醒谈话处理，相关镇党委还对两个村党支部
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教育整顿。按照党纪处分条例
有关规定，应给予判处有期徒刑的党员开除党籍处分。但
是村党支部在召开党员会议表决时，碍于“都是同村人，
尽量不得罪”的“老好人”想法，村党支部书记带头不同意
或弃权，导致党支部会议未能形成决议。

在基层，一些党员将党性原则抛之脑后，无视事实依
据，“装聋作哑”，或对违纪问题轻描淡写甚至为当事人评
功摆好，或明哲保身不表态，严肃的组织程序被好人主义
的庸俗作风所破坏。一些村党支部执行组织生活会、“三会
一课”等制度存在走过场现象，党内政治生活忽视政治、淡
化政治、不讲政治，存在平淡化、庸俗化、随意化问题。

在基层尤其是农村，还存在较典型的熟人社会特征，
有的党员干部之间有亲缘关系，有的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的邻居，一起长大的兄弟，坚持原则需要克服更多的困
难，拿出更多的勇气。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主义，需要认
清好人主义其实质与危害，才能对症下药。

首先，好人主义的实质是个人主义，它只讲私情而不
讲党性、只看关系而罔顾原则。针对这种病征，党员领导
干部要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总开关”，始终
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事业为重，敢于担当。

其次，坚持原则，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拿起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武器，这是防止和反对好人主义的有效法宝。

第三，在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中，要把发现
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的重要依据，
应充分体现增强其可操作性，形成防止好人主义的“硬约束”。

防止和反对好人主义，还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国家
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作
用，增强监督合力，该曝光的曝光，该通报的通报，该惩处
的惩处，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让好人主义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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