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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工作要善于“找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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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将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
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该法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
规则和各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全
方位构筑起个人信息保护的“防
火墙”。

在我国数字化转型加速、新
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的背景下，
个人信息处理逐渐成为社会进步和
产业升级新的驱动力，公众对加大
个人信息保护力度有着极大的关切
和期待，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保
障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促进个人
信息合理利用的必然举措。

现实中，去餐厅吃饭被要求
扫码点餐，且必须填写姓名、出
生年月、手机号码等与服务无关
的个人信息；想下载使用一款
App， 需 要 和 平 台 方 达 成 “ 交
易”，点选是否允许授权打开相
册、是否允许授权打开通讯录、
是否允许授权开启定位……诸如

此类收集信息的方式，频频引发
人们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担忧和质
疑。今年以来，国家网信办对十
多种类型的手机应用程序进行了
检测。其中，351 款 APP 因违法
收集个人信息被通报，25款因严
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被
下架。随着个人上网痕迹、位置
轨迹、消费偏好等活动数据被获
取，人脸、指纹、声纹等生物特
征信息被广泛应用，个人信息保
护成为信息时代大数据应用的一
道必答题。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高
度回应了社会关切。这部新鲜出
炉的法律共 8 章 74 条，其中明确
不得过度收集信息，不得进行

“大数据杀熟”，对公共场所图像
采集等设备的安装，对个人图
像、身份识别信息的使用作出规
制等内容，都明确指向了个人信
息被泄露、个人权益被侵犯的痛
点，将有利于改变之前法条分
散、标准不同等状况，更好地实
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未
来还需要通过科学的司法实践，
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强司法后
盾，真正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让我们更好
安享网络服务的便利、时代发展
的红利。

筑牢个人信息保护“防火墙”
潘铎印

个人信息保护成为信息时代大数据应用的
一道必答题

关育兵最近一段时间，演艺行业风波
不断，一个个“顶流”明星的垮
塌，引发了此起彼伏“德不配位”
的批评之声，更敲响了整治娱乐圈
现状的警钟。

演艺行业是一个社会关注度较
高的行业。作为公众人物，演艺人
员往往拥有超出常人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他们的品德与行为受到大众
关注和效仿，易对他人产生较大影
响。正因如此，社会对公众人物的
道德品质寄予着更高期待。一名合
格的演艺人员，应该像鸟儿爱惜羽
毛一样爱惜自己的道德操守，用好
作品加上好人品给社会带来正能
量。我们熟悉的京剧大师梅兰芳、
豫剧大师常香玉，还有许多老一辈
艺术家，无不是以好作品和好人
品，受到公众的敬仰和爱戴，正所
谓“德艺双馨”。

遗憾的是，近年来，在“唯流

量论”下，演艺行业门槛越来越
低，逐渐生出劣币驱逐良币的怪
相。特别是一些靠造星机制产生的
流量明星，顶着流量的光环，不下
苦功夫练艺修德，不去肩负应有的
责任和义务，迷失在粉丝数、热搜
量、广告额、片酬等数据维持的热
度里，膨胀自满，言行举止屡屡冲
击公序良俗，给社会带来负面影
响。有的因伤害民族感情被全网封
杀，有的因不当言论消失在公众视
野，更有的因挑战法律底线锒铛入
狱，这真应了那句话：德之不存，
行之不远。没有道德底线、挑战法
律的人，即使一时风光无限，被公
众所抛弃只是迟早的事情。

流量明星的“倒下”固然是咎
由自取，暴露出的娱乐圈畸形病态
问题，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在一些明星出现问题的时候，一些
粉丝往往不能接受自己的偶像出现

问题，出现了不顾事实、继续狂热
地追捧的现象。比如，前段时间艺
人吴某某被刑拘后，其部分粉丝非
但不醒悟，还爆出“劫狱”言论。
偶像立身不正，粉丝语出惊人也就
不足为奇。如此荒唐局面，警示在

“饭圈文化”日渐年轻化的今天，
戒除狂热粉丝的“瘾”，已刻不容
缓。演艺行业是时候回归本质，跟

“唯流量论”说再见了。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扭

转娱乐圈不良风气，除了由司法兜
底，还要将“学艺先学德、做戏先
做人”的行业门槛牢牢立住。对于
频频发生的事件，各方面都提出了
要求。日前，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召开
广播电视文艺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
建设座谈会，就最近一段时间个别
艺人的违法失德失范行为发声。座
谈会明确指出：对违法失德失范的

艺人实行“零容忍”，绝不为一些
人混名气、博眼球、拿高薪提供平
台，释放出整治乱象的强烈信号。
但愿行业整顿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让违法失德失范艺人的覆车之鉴在
相关从业者中警钟长鸣。

艺比天大，德如地厚。德艺双
修是对一名艺人的基本要求。“七
一勋章”获得者、著名戏剧表演艺
术家蓝天野，几十年来在话剧舞台
上塑造了众多经典人物形象。他曾
寄语年轻演员，做演员要在生活中
培养广泛的爱好，但不要玩物丧
志；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德艺双馨，
永远是德在第一位。演艺人员要时
时保持“人间清醒”，不仅要练就
高超的专业技能，还要涵养高尚的
人格修为，为社会存正气，为世人
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惟其如
此，才能在演艺的道路上走得更
远，获得持久的职业生命力。

沈小平

党员干部必须把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

一名合格的演艺人员，应该用好作品加上好人品给社会带来正能量

德艺双修才能走得远

近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文章 《总结党的历史
经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文章指
出，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
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
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
内在主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讲
政治是对党员干部的内在要求，也
是必需的高度自觉，是无论何时何
地、面对任何条件都要始终坚持的
思想准则、行动准则。

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
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红军长征过
草地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历史细
节：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
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
北走。这绝不是军事战术问题，而

是政治方向的问题，是忠心“跟党
走”在红军队伍里的集中体现。面
向新征程，党员干部必须把讲政治
作为根本要求，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
把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
内在主动，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提
升政治能力。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
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与“内
在”相对的是“外在”，与“主动”
相对的是“被动”。讲政治只有从

“外部要求”变为“内在主动”，变
“要求讲”为“主动讲”、变“要我
讲”为“我要讲”，才能真正讲下
去、讲长远，讲出应有的质量和效
果。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政治意
识不强、政治敏锐性不高，不善于
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对“国
之大者”不关心，对政治要求、政
治规矩、政治纪律不上心，对各种
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对贯彻
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不用心，究
其原因还是没有把讲政治从外部要
求转化为内在主动。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
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
的精神支柱。衡量党员干部是否有
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
回顾百年党史，从“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的无畏，到“生是为中
国，死是为中国”的凛然，从腹中满
是草根而宁死不屈的气节，到十指
钉入竹签而永不叛党的坚贞……在
革命先烈身上，忠诚是最闪亮的政
治品质。内在主动地讲政治，要求
党员干部有忠诚之心。要牢记自己
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
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
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自觉把对
党忠诚转化为爱岗敬业、履职尽
责、苦干实干、勇创佳绩的实际行
动，永远热爱党、拥护党、相信
党、依靠党、服从党。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政治上的
坚定，源自于理论上的清醒。共产
党人讲政治的意识和能力不是与生
俱来的，而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
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

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刘少奇同志曾
说过，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
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
内在主动地讲政治，党员干部必须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功夫，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
领悟，真正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的强大精神武器。唯有如此，才
能从中学出政治方向、政治立场、
政治标准、政治定力，获得讲政治
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真正把学
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过
硬的政治本领。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讲政
治从来都是具体的，最终要体现在
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对于党员
干部而言，内在主动地讲政治，就
必须把讲政治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
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
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
现在日常言行上。要强化责任意
识，敢于直面问题，做到以求真务实
作风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光彩。

上海宝山区顾村镇总工会原主
席吴振祥，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2013-2014 年度上海市职工
职业道德‘双十佳’标兵”。在其 14
年的工会工作生涯中，他摸索出了
一套“七化”工作法。很多人向他
请教成功的经验，他坦诚地说，有
些干部喜欢抓亮点，而自己每年的
工作抓的都是“弱点”，只有弱的都
变强了，工会工作才能真正服务职
工，赢得职工的信赖。

仔细想一想，其他工作又何尝
不是如此？如果基层单位的党员干
部，在干事创业的时候，善于找弱
点，针对弱点发力，从点滴做起，
一步一个脚印地改，久久为功，一
些曾经的“弱点”就完全可能成为

“亮点”。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挖空心思

找亮点、左支右捂藏弱点、人浮于事
拼绩点的“三点工作法”正困扰基

层。一些基层干部为了有光鲜的政
绩，不惜生拼硬凑、移花接木编亮
点，搞纸上亮点。而对于自身工作的
弱点和不足，他们则费尽心机，把它
藏起来。事实上，弱点藏得再好，
弱点终究是弱点，不但不会自然消
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有
可能变成“老大难”问题，给工作
带来负面影响，给群众利益带来伤
害。而挖空心思找到的“亮点”，却
很可能昙花一现，既不能给基层工作
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更不能给群众
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如此看来，基层干部与其花时
间、精力去藏弱点，还不如敢于担
当、主动作为，主动去找弱点。把
隐藏着的弱点一个个地找出来，然
后用心用情用力地进行整改落实，
让一个个弱点变为亮点，那么基层
工作自然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让群
众满意。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述的一个感人故事。1936 年 7
月，红 31军 274团 8连一个班第三次过草地时，陷入断粮
的困境。16岁的战士周广才拿出自己缴获的牛皮腰带，和
战友们吃了一截，攥紧剩下的部分，含泪对战友说：“同
志们，我们把它留下作个纪念吧，带着它到陕北，去找党
中央，去见毛主席！”大家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忍饥
挨饿，将半截皮带留了下来。在随后的征程中，周广才的
几名战友相继牺牲，只有他到达了延安。为纪念那段难忘
的岁月，周广才在皮带背面郑重烙下“长征记”3个字。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半截皮带”的故事时，曾表
示“感触很深”，指出“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
党走’的生动写照”。确实如此，80多年过去了，“半截皮
带”的故事穿越时空，动人心魄。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
量。到陕北去、见毛主席，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年轻的
红军战士，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
走出茫茫草地，走到了陕北，创造了奇迹。半截皮带见证
了红军长征时的艰苦卓绝，见证了红军战士“铁心跟党
走”的坚定信念。这就是信仰的巨大力量。

革命理想高于天。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
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
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一名党员有了钢铁信念、顽强意
志，就能始终不渝战斗、百折不挠奋进，坚定不移为实现
既定目标而奋斗。从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到硝烟弥漫的
战争时期，从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到波澜壮阔的改革开
放，再到万象更新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代又一代中国共
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不移其志，以坚忍执着的理想信
念，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
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
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为党的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
奋斗。

坚守信仰，我们将战无不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
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
就会得‘软骨病’。”今天，像战争年代那种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少了，但具有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在继续，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重大
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的艰巨考验。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在乱云
飞渡的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衣炮
弹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
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对每一名党
员干部而言，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是一门永不结业的必修课。正因此，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党扎实深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到正在深入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虽然每次主题不同、各有侧
重，但又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其共同点之一就是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
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
如今，在珍藏半截皮带的南部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某红军旅4连军营里，几乎
每天都能听到这首长征时候红军战士间流传、后经重新作曲的 《牛皮腰带
歌》。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就要坚定理想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从

“半截皮带”彰显的信仰力量中汲取营养，战“拦路虎”、啃“硬骨头”，闯
“激流”、越“险滩”，让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光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对每一名党员干部而言，始终坚定
理想信念是一门永不结业的必修课

袁

浩

陈盛香

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我们
还需要提倡体力劳动和劳动教育吗？

“体力劳动永远不会过时”。
日前，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在
回应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落实情况时表示。

体力劳动是劳动的基础。劳动创
造世界，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辉
煌，都要通过体力劳动才能实现。
扮靓城市的环卫工人，风雪日头中奔
波的外卖小哥，城市高楼大厦的建筑
工人……他们仍主要是体力劳动的实
践者。即便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
些“高大上”的新型产业，同样离
不开体力劳动者的支持。

需要直面的问题是，一段时间
以来，劳动教育被弱化淡化。青少
年学生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
动、不会劳动的现象一定程度存

在；很多家长生怕孩子累着苦着、
耽误学习，将孩子排除在劳动之
外；一些学校重智轻劳，忽视劳动
观念和劳动习惯培养，劳动教育

“口头上重视、课程上忽视”。
正因此，去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了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随后教育
部也出台了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
导纲要 （试行）》，共同强调了一个
观点，就是在劳动教育过程中，要
以体力劳动为主，注重手脑结合。

劳动教育具体应该怎么做？重
点要抓好体力劳动，让学生在劳动
实践中出力流汗，真正形成对劳动
的真情实感和正确认识。在学校教
育中，要特别防止以智育替代劳动
教育，而是应该以体力劳动为重点
实施劳动教育。

李 瑛

“好评返现”该治治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
布《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
（公开征求意见稿）》，规定经营者
不得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
诱导用户作出指定评价、点赞、
转发、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

当下，互联网购物盛行，然
而部分商家却利用“好评返现”
诱惑消费者打好评，扭曲破坏了
电商信用评价机制，侵害了消费
者合法权益。

“好评返现”行为本质上属
于虚假宣传，将会严重破坏电子
商务业态的信用评价体系，导致

消费者权益严重受损，进而“反
噬”电商行业本身，应当严格依
法治理。各电商平台应进一步完
善信用评价机制和商品排名规
则，积极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技
术，多维度分析识别虚假交易、
虚假评价，及时发现并有效打击
刷单炒信行为。监管部门应联合
行业协会，不定期组织对有关商
家进行检查督导，对发现存在

“好评返现”问题且拒不整改的店
铺依法依规严厉打击。消费者也
应坚定拒绝小利诱惑，重视信用
评价真实性。 （朱慧卿 图/文）

体力劳动永远不会过时

讲政治须“内在主动”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系列谈之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