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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溪不受密饷
◆ 华而实

唐僖宗中和二年 （公元882年），三川节度使、
检校太师陈敬瑄在指挥三川兵马镇压阡能领导的邛
州农民起义之后，在邛州张贴告示，说所有阡能等
人的亲朋党羽都不予以追究问罪。不久，邛州刺史
申报抓获阡能的叔父阡行全家三十五人，囚在狱
中，请求将他们正法。陈敬瑄就此征求孔目官 （掌
管文书的吏员）唐溪的意见，唐溪回答说：“您已经
张贴告示，下令对阡能的亲友不再问罪，可是邛州
刺史还是把阡行全一家逮捕，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现在若是把阡行全一家杀掉，不但会使您失信于
民，我还担心会导致阡能的党羽再次纷纷起兵谋
反！”

陈敬瑄听从了唐溪的话，派遣押牙牛晕前往邛
州，在州衙门口召集众人，打开阡行全一家人的刑
具且释放他们，并顺便询问他们为什么被刺史抓起
来，从而得知果然是因为阡行全家里有肥沃的田
地，刺史想要收买，阡行全不同意，刺史便因此怀
恨在心。了解到真相的陈敬瑄传召邛州刺史，要对
他治罪，邛州刺史忧惧而死。

后来，阡行全听说他们全家是由于唐溪的一番
话而免于治罪，于是派人暗地里给唐溪送去一百两
蚀箔金(纯金片)酬谢。不料唐溪因此大怒，他对来
人说：“你们全家能够生存，都是陈太师仁慈开明，
哪里有我什么事，你是在向我送祸呀！”说完当即把
阡行全送来的金子全都退回，斥责并赶走了送金之
人。（据《《资治通鉴·唐纪七十一》）

唐溪对阡行全一家三十多人有救命之恩，“行全
闻其家由溪以免”，事后派人送金酬谢合情合理，而
唐溪“施恩”之前并未有任何人请托求情，更无收
贿之事，因此他完全可以坦然收下这笔酬金。不料
他不喜反怒，“‘此乃太师仁明，何预吾事，汝乃怀
祸相饷乎！’还其金，斥逐使去。”把功劳算在“领
导”身上 （其实如果不是他的建言，结局很可能相
反），继而坦言“受金得祸”，可谓言之凿凿，拒绝
有理；最后退还密饷，并且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
令，何等的正气凛然!

或许有人会以为唐溪胆小怕事，担心接受蚀箔
金会招灾惹祸，故避之唯恐不及。其实不然，唐溪
这样做，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公职人员所应该具备的

“勤以为民”“廉以律己”的本色。柳宗元言：“盖民
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意思是说，凡是在地方上
做官的人，都是老百姓的仆人，并不是奴役老百姓
的官老爷。仆人为主人尽职尽责做了他应该做的“分
内”之事，难道还需要主人来感谢吗？唐溪应该就是
这么想的，所以他才能在关键时刻出以公心，仗义
执言，为民解忧，而且事后不受密饷，不图报答。

唐溪不受密饷，表现的是他的崇高品质，他以
饷金为祸的独到见解，更值得后人深刻理解。毋庸
讳言，当今时代，“谢恩私门”的事依然时有发生。
而一些号称“人民公仆”的官员，为群众做了一点
好事就自恃有功，喜欢赞声盈耳，对五花八门的

“感谢”来者不拒，有的甚至公然索取好处。如此官
员，比起一千多年前的唐溪来何啻天壤！希望他们
见贤思齐，以唐溪这个古代的区区小吏为镜，真正
从“官本位”的神坛上走下来，诚心实意地当好

“公仆”角色，做到知其职，尽其责，公平公正地为
民办事，清廉自律，成为真正受群众欢迎拥戴的优
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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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政治营养
◆ 冯涛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平山县西
柏坡九月会议旧址同县乡村干部、老党员和群众代表座
谈时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
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
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
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百年党史蕴
含丰富的营养，是最好的营养剂。广大党员干部要从百
年党史中汲取政治营养，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坚定
政治立场，坚持政治信仰，坚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
准政治方向，永葆政治本色。

一、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

成立百年来的历史和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没有共产党也不能建设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
飞跃，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坚信在
党的领导下，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

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我们要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奋力推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

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
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
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
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白色恐怖时期，
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革命者血流成河却没
有被吓倒。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
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
战斗了。”被捕前调任湖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身陷牢狱
而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下“坚持革命继吾志，
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言壮语。他以“砍头不要紧，只要
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铮铮誓言，生动诠
释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之光不灭。“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无数先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

颅、洒热血，换来了当今的和平安宁和幸福生活。“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
来，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要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

三、牢记初心使命
百年党史昭示我们，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
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让人民生活幸
福是‘国之大者’”。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
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成果让全体人民全面共享。当今世界正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共产党人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

培肥地力保丰收
◆ 张德时 王德芳

要增肥地力，保护土质，使农作物增产增收，
各级农村农业工作的领导应将培肥地力当作促进农
业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加以研究，提出切实可
行的措施，促使我市广大农村耕地土质越来越肥
沃，地力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持续大发展。

一是广种绿肥增加底肥。绿肥（包括红花、沤
田油菜、肥田萝卜等） 属有机肥。据有关资料显
示，每百斤紫云英含氮0.4斤，含磷0.11 斤，含钾
0.33斤左右。如果每亩农田产紫云英鲜草 1500至
2000公斤，沤烂作底肥，可替代尿素12公斤左右，
不仅节约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农田底肥，改
良了土质，增肥了地力。

二是多施农家肥保土质。俗话讲得好：“农家肥
是宝，种田少不了”。农家肥不仅肥效长、肥效稳，
保护土壤，而且提高粮食的有机含量。上世纪七十
年代前，广大农民都以农家肥为主：血杆 （鲜稻
杆）返田、烧木灰、挖塘泥、积人畜粪、刈麦草沤
入田中等传统积肥、沤肥做法，使农田内含有大量
氮磷钾元素，完全满足农作物生产需要。这是一种
既环保低碳，又增加底肥培肥地力的好办法。各级
政府应鼓励农民多积、多施农家肥，有条件的地方
应将肥料补贴奖励补给农民。

三是大力提倡翻耕冬闲田。翻耕冬田是指导冬
季没有种上农作物的农田，将它翻耕一次，既可将
躲藏在禾蔸中、杂草中的害虫灭掉，又可起到松土
作用，还可增加耕作层，一举多益。传统实践证
明，翻耕了的冬闲田，来年农田好种，害虫少，农
作物长势好。建议各地将翻耕冬田作为像冬修水利
一样，列入一项任务来抓，做到有组织、有专人负
责、有检查，始终抓好抓实。

四是积极扩种冬季作物。俗话讲的好，田越种
越肥，刀越磨越锋利。扩种冬种作物，如紫云英、
油菜、大小麦、马铃薯以及蔬菜等，可根据各地气
候、劳动力情况、土质情况，因地制宜扩种冬季作
物，既可增加收入，又能培肥地力，保护土质，同
时还能消灭越冬的病虫。

五是调整现行耕作模式。据了解，我市大多数
乡村都是一季稻，可以动员农民调整一下耕作模
式。将种一季稻改为种早稻和二季晚稻或再生稻，
也可改种三季，如稻—稻—肥力（红花草）、稻—稻
—油（油菜）或稻—稻—麦，这样不仅增加单位产
量，增加收入，也是培肥地力的一种好方法。历史
沿袭已久的成功耕作模式，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
用性。

粮食稳、人心稳、社会才稳。只要采取各种培
肥地力的措施，我市粮食产量一定会稳步增长，农
村振兴也一定会实现。

（作者单位：市老科协农业专委会）

勇于担当迈新步 协同发力开新局
◆ 华炜

在全党全国火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大背景下，进
一步领悟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的时代意义，就是明确

“要做什么样的干部”。一名合格的税务干部，一要“讲
服务”。充分了解纳税人的需求，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
程中的困难，提升纳税人的获得感。二要“讲效率”。工
作做的好不好，效率的高低是关键。对于我们基层税务
干部来说，工作效率的提高，最重要的就是要团队协
作。团结就是效率，团结就有速度，一个人的力量是很
有限的，只有团结合作才能保障成功。尤其是在财行税
合并申报，网格化系统上线，以数治税成主线，以及全面
落实陶瓷行业专业化管理的当下，更需要全局上下凝心
聚力，通力合作。三要“讲责任”。牢固树立担当意识，尽
职尽责，抓好落实，消除“不主动”和“不积极”，拒当“传声
筒”和“留声机”，杜绝“以会议贯彻会议”和“以文件落实
文件”，充分发扬钉钉子精神、工匠精神和创造精神。

在新形势下，只有紧抓党史学习教育契机，积极做
好“加减乘除”，持续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中汲取营
养，才能不断凝聚“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和“国家陶瓷文
化创新实验区发展”的合力。

勤做“加法”，着力补短板。作为全市税务系统规模
最小的县区级税务机关，人员少、任务多，只有持续做好

“加法”，在不断优化岗位配置和努力培养年轻干部的方
式的同时，充分发扬井冈山精神，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才
能达到“1+1＞2”的效果，补齐“人力资源不足”这一短板。

善做“减法”，着力降风险。干部人员紧缺带来的另
一个困难，就是税收执法风险难以规避，在这样的情况
下，只有在规范流程管理和强化数据分析的同时，充分
发扬苏区精神，不断加大税法宣传辅导力度，才能持续
提升税收征管水平，不断降低税收执法风险。

勇做“乘法”，着力抓创新。习总书记曾多次强调：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改革的本质就在于“创新”，
在税收征管体质改革全面铺开的当下，同样离不开工作

机制的创新。只有充分发扬井冈山精神，在陶瓷行业专
业化管理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上持续发力，才能真正在税
收征管体制改革的浪潮中闯出新路。

敢做“除法”，着力除弊病。少数党员干部“不敢担
当，怕得罪人”和“不敢管理，推诿扯皮”是当前各项工作顺
利推进的最大“绊脚石”，消除这一“绊脚石”的关键就在
于“担当”和“责任”。只有充分发扬苏区精神，切实完善干
部沟通协调机制和干部绩效考核机制，指明路子，扎紧“笼

子”，才能革除“不担当”的弊病，提升“善作为”的实效。
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为我们注入了前进的动

力。作为区局党委的“班长”，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
续坚守初心，学思笃行，不断汲取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
神的“时代伟力”，与全局干部职工一道，持续激发红色
基因，携手共铸蓝色铁军，为昌南新区的持续发展，为国
家陶瓷实验区的顺利建设贡献税务力量！

（作者单位：陶瓷工业园区税务局）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学好党史 让开拓创新成效更加突出
◆ 彭远汉 杨建国

当务之急，瓷都保险系统要坚持务虚与务实相结
合，强化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切实做到以学促知、
以知促行、知行合一。同时，要统筹兼顾，促进中心
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紧紧聚焦保险改革发展
实践，把保险经营目标和重点工作的落实情况作为开拓
创新的重点，把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与推进当前工作、
完成全年目标、促进长远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实做
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发展效益两不误、两促进。

一要开拓创新抓落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瓷都保险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攻坚克难，注重方式方
法创新，努力创造更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先辈的新业绩，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提供
全方位的保险保障。

二要真抓实干促发展。瓷都保险系统要承担起新
时代的历史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
群众广泛听取意见，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保险服务需
求是否得到了满足，看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
了有效保护，看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是否得到了足够及
时保障？精准查找短板和差距，勇敢承担起新时代的历
史使命。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集中精力抓重
点，攻难点，求突破，赶进度，见实效。要始终将发展摆
在议事日程的重点位置，严格按照职责分工，尽心尽责，

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
层层抓落实，交一份满意的
经营答卷。

三要千方百计保效
益。保险系统要树立正确

党史观，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等方面工作，一体推进、学做融合、查改贯通，真
正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
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根据
预计目标完成情况，合理统筹安排使用费用，做到厉行
节约，切实提高费用使用效益，用最佳的经营效益去保
障最佳的社会效益。

四要坚定不移防风险。瓷都保险系统要加强组织
领导，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防范风险长效机制，切实维
护业务经营的合规性和严肃性。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
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保险
改革开放，增强保险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
范化解包括保险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要严于
律己，自觉遵守行业自律公约，依法依规经营，为业
务发展创造有序规范的竞争环境。要做好诸如春季防
洪、冬季防火等防灾防损工作，切实保障国家财产和
群众生命的安全。

（作者单位：市金融学会）

守 正 创 新 大 力 发 展 中 医 药 事 业
◆ 鲍少杰

中医药全程参与了深度介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
治，为打好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和全国阻击战作
出了重要贡献。在新冠肺炎患者治疗中，中医药在湖
北地区确诊病例参与率达75%以上，在其他地区超过
90%。中医药防疫防瘟，也是千百年来中医在实践中
的临床经验与智慧结晶。

近年来，江西不断做优做大中医药发展。在赣江
新区的中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已形成较完整的产
业链，辖区有工业企业120余家、规上企业28家、新
技术企业19家、中药产业链企业33家。江西省科技
厅、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科技支撑江西省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行动方案》要求，到2025年将江西打
造成国内重要的中医药科技创新先行区、中医药科技
成果转化基地、中医药科技服务创新示范点。虽然，
江西省中医药发展成绩斐然，但在药材生产、人才建

设、服务基层，有关保障方面还存在短板，发展还有
巨大的潜力空间。

发展中医药是济世利民、造福人类的宏伟事业。
我们要传承好岐黄之术，传承好中医思维，守正创
新，使中医药事业发展驶入快车道，为健康江西建设
开创新局面。一是从源头种植上进行规范。加大我省
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力度，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
高品质中药材种植、生产体系，大力推进无公害中药
材生产及监管。发展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和联合社，
鼓励高等院校和专业机构系统研究药材基原，规范化、
系统化地向种植单位提供种苗及基原鉴定等援助。二
是在中间环节重视人才。提高专业教育整体水平，建立
以中医药课程为主线、先中后西的中医药类专业课程体
系，加强优秀学生选拔培养，特别需要强化中医思维培
养和中医临床技能培训。重视师资队伍，抓好师承教

育，加强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优秀中医临床
人才研修、传承工作室建设。三是落实环节让中医药服
务触手可及。加快出台系列中医药政策文件，理顺管理
体制，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中医药医保报销待遇水平。
挖掘本土优质中医资源，深化中医医联体建设，放宽中
医药服务准入，引导优质中医药资源和品牌进入基层健
康服务体系，探索连锁经营模式，开发并推广相关中医
问诊APP。四是在保障环节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尽快
成立相关行业协会，具体开展中药名方（秘方）的收
集、整理及保护工作。通过中药名方（秘方）资源库
将宝贵的中药资源充分挖掘出来并及时加以妥善保
管。建立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基金，用于鼓励企
业对中医药知识产权挖掘保护、鼓励企业申请国际或国
外专利以及支持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诉讼等。

（作者单位：市第六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