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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盖山海拔1600米， 峰顶
常年被云、雾、雨、露、雪所盖，故
得名。李艳红生活在这里，我想，
山可被盖住，但任何东西都不应
盖住梦想， 比如她的书法梦。我
必须助她圆梦，这也是我的梦。”
（详见本报今日A03版）

说这段话的人叫曹隽平，他
是湖南省文化馆副馆长、《艺术
中国》杂志主编、作家、收藏家、
书法家、国家一级美术师。这位
诸多头衔加诸于身的人，用了十
年时间，帮普通农妇李艳红圆书
法梦，如今，二人的“杵臼之交”
成为了一段佳话。

这段佳话背后的故事既有
小人物不甘平庸、奋发向上的励
志色彩， 也有艺术家倾囊相授、
始终如一的古道热肠，更有一个
大时代中国家层面鼓励公民奋

进、帮助民众脱贫、将文化养分
输送给需要的个体、让他（她）走
出求知困境的鲜明烙印。我们常
常感叹“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也认为最好的状态是“理想
遇上成全”，也正是如此，一种对
理想的帮扶才是身处困境却理
想不灭的人最想遇上的“成全”。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
智”，知识匮乏、智力不足、身无
长物，除了让自己陷于贫困无法
自拔， 也会造成贫困的代际传
递。而扶志加扶智，则能让他们
具备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也
使得脱离贫困具备长期性和稳
定性。

扶志是唤醒贫困群众的向
上精神和与困境作斗争的勇气，
扶智是对其进行文化熏陶、知识

教导；扶志的重要性在于精神塑
造，扶智的重要性则在于使他们
能够具备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
未来的人生不至于“断流”。近几
年来， 我国陆续冒出了余秀华、
范雨素这样的底层励志女性，她
们的惊艳亮相让人们感慨原来
在社会的底层， 还潜藏着如此丰
茂的理想与才情， 只是因为现实
困境导致这些才情和理想被淹
没。李艳红跟她们一样，一直有着
一股自强不息的精神， 她如同英
国作家毛姆代表作《月亮与六便
士》中的主人公一样，突然间发现
了自己活着的意义就是追求自己
的艺术理想，于是无论多么困厄的
环境下都保持初心， 只是她比那
个主人公更幸运， 因为她遇到了
一个热心帮助她的明师， 遇到了
愿意“成全”她的社会。

曹隽平与李艳红的书法教
学故事，看起来只是一个乐于授
人以渔的艺术家与一个不愿甘
于平庸的农妇之间的关联，实际
上，它是中国社会抱着“期待拥
有更美好的人生”的群体和有能
力对其进行帮助的群体之间的
关联，更是渴望脱离贫困的人群
与国家关怀之间的关联。李艳红
的字如今已经写得非常出色，这
也证明着这种扶助所产生的社
会效果，那就是没有改变不了的
落后，没有扶助不起来的希望和
理想。 在文化扶贫的这抹暖色
下，精准扶贫不再是机械的数字
和目标， 而是一个划时代之举，
在这个时代中， 我们有理由相
信，李艳红们的梦想都能开出花
来。

■本报评论员 张英

12月25日，一份彰显中国共产党自觉与自信、气魄与决心的法
规重磅出炉。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全
文公布，这是党的十九大后发布的首部条例，也是党务公开领域的
首部基础主干法规。

《条例》对党务公开的定义和原则、内容和范围、程序和方式等
根本性问题都作出明确规定，搭建起新时代党务公开工作的“四梁
八柱”，标志着党务公开工作全面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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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是十九大后发布的首部条例

推进党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为确保党务公开的严肃性、规范
性、时效性，《条例》明确规定了党务
公开的程序和方式。

在程序设置上，《条例》 要求，党
务公开要经过“提出-审核-审批-实
施”4个程序，并规定了各个环节的主
体及其职责———

例如提出环节，党的组织有关部
门研究提出党务公开方案，需拟订公
开的内容、范围、时间、方式等；例如
审批环节，《条例》要求党的组织依照
职权对党务公开方案进行审批，超出
职权范围的必须按程序报批。

在具体的公开方式上，依据《条
例》要求，要根据公开的内容和范围
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 在党内公开
的，采取召开会议、制发文件、编发简

报、在局域网发布等方式；向社会公
开的，采取发布公报、召开新闻发布
会、接受采访，在报刊、广播、电视、互
联网、新媒体、公开栏发布等方式，优
先使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重点
新闻网站等党的媒体进行发布。

增强党务公开的权威性和影响
力，更需要权威平台、权威声音。

日前，最新版中央国家机关和地
方新闻发言人名录公布，244位发言
人“集中亮相”，包括来自中央纪委、
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中联
部、中央网信办等13个中共中央部门
的20名新闻发言人。中央和国家机关
部门首次出现正部级新闻发言人，这
个发言人就来自党的组织———中央
纪委。

《条例》 对党务公开的内
容、主体和范围都进行了明确
规定。

公开什么？
《条例》 对党务公开的普

遍性内容作出规定， 包括4类
情况：

“党的组织贯彻落实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情况，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加强党的建设情况，以及党的
组织职能、机构等情况，除涉
及党和国家秘密不得公开或
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宜公开的
事项外，一般应当公开。”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甄
小英指出： 这4类情况实质上是
对党的领导活动、党的建设工作
两大板块内容的细化。“规定要
公开‘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一句十分亮眼。广泛听取党
员意见建议、 畅通党员群众参
与党的政策举措制定渠道，这
对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 提高

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必将产生深
远影响。”

谁来公开？
党务公开可以分为3类主

体，即：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
织、基层组织；党的纪律检查
机关；党的工作机关、党委派
出机关、 党委直属事业单位、
党组等。

《条例》 对各级各类主体
的公开内容， 都分别作出规
定：党的中央组织公开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管党治
党、 治国理政重大决策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 党中央重要会议、
活动和重要人事任免等情况；
党的地方组织公开本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部署安排等重大
决策和推进落实，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等情况；党的
基层组织公开执行“三会一
课”制度、换届选举、发展党
员、民主评议、党费收缴使用
管理等情况；党的纪律检查机

关公开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对党员领导干部立案
审查、 组织审查和处分等情
况；党的工作机关、党委派出
机关、党委直属事业单位和党
组结合实际确定公开内容。

甄小英表示：3类主体基
本涵盖了党的各级各类组织，
实现党务公开全覆盖、无死角。
“《条例》 把党的中央组织也纳
入其中， 体现了党中央以身作
则、以上率下的责任担当。”

向谁公开？
《条例》 中明确了党务公

开的4种范围：向社会公开；在
全党公开；在本地区、本部门、
本单位公开； 对特定党的组
织、党员和群众公开。

甄小英分析指出：每一类
公开范围都对应着特定情形，
具体公开范围的确定主要依
据党的组织职责权限、党务与
党员和群众的关联程度等，做
到分门别类、量体裁衣。

■据新华社

什么是党务公开？ 长期以来，在
理论上和实践中有一些不同观点。此
次《条例》对“党务公开”的概念进行
了首次权威界定。

《条例》明确，党务公开“是指党
的组织将其实施党的领导活动、加强
党的建设工作的有关事务，按规定在
党内或者向党外公开”。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
这一定义将“党务”的内涵界定为党
的领导和执政活动、党的自身建设两
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一内一外，共同
构成了党务的全口径范围。

“所谓党务，首先是党内事务，党
的组织和党员对党内的事有其知情
权。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执政党，党

内事务、党的方针政策等自然会对国
家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党务公开
又不仅是党内的事。例如，党中央制
定的五年规划纲要建议，经过法定程
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许耀桐解释道。

同时，这一定义也将党务公开的
“公开”，分为党内公开和向党外公开
两个层面。

许耀桐指出：与政务公开、司法
公开等相比，党务公开有其自身特点
和基本规律。

“政务公开面对的是老百姓，只有
对外公开。而党务公开，有公开的范围
和先后的问题。有些党务公开是先党内
后党外，有些党务在党内公开，有些则
在一定范围和层级内公开。”他说。

【何为党务公开】“首先是党内的事，又不仅是党内的事”

【怎么公开】 设定4道程序，完善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

公开什么？ 谁来公开？ 向谁公开？

党务公开的程序和方式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