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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过头话当个性!把出口成"脏#当成接地气!把有损底线当成独辟蹊径!对心中

之魔浑然不知!或任其泛滥!总以为修养是给人看的!不自省!故不警醒!不警醒故口

无遮拦!最终就会沦为浮躁$猥琐%

公益自行车能!骑"多远
刘颖光

!!!!!!

据周口日报报道! 周口市福彩公益

自行车将在 "五一 #后上岗 !该项目
!

一

期
"

在周口市区规划自行车站点
#$

个!

投放自行车
%$$

辆$ 目前周口市区已经

建成的自行车站点开始陆续配备自行

车$

正当广大市民期待公益自行车的

"红盖头%早日掀起来的时候!周口晚报

又曝光了市区黄河路与五一路交叉口

一公益自行车存放点的自行车受到了

人为破坏$ 公益自行车还未上岗就遭此

"毒手%!真是令人为其"前程%担忧$

公益自行车上岗!这是贴近群众&服

务民生的好事&实事$ 小小公益自行车!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为一个城市"美

丽名片%增添靓丽一笔!可以如实生动地

体现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的

综合素养$ 据了解! 国内已有不少城市

开展了公益自行车项目!但运营状况令

人喜忧参半$ 究其主要原因! 恐怕大多

是由于公益自行车受到了人为的破坏

而损毁或丢失$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的提升! 要靠

这座城市里每一位公民文明素质的提

升$ 公益自行车的健康运营! 要靠大家

的共同爱护$ 目前! 我市公益自行车项

目正在加快推进!但公益自行车究竟是

否能骑得又远又稳!取决于广大市民的

心底里的文明标准和举手投足间的文

明举止$ 自行车是"硬件%!需要与之配

套的"软件%是人的文明素养和公德意

识!希望我们每个周口人都真正树立起

公德意识!按照'周口市民文明公约(来

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 !爱护公物 !把城

市当成自己的家!把公益自行车当成自

家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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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兴亡给后人治国理政带来很多经验

教训和警示$ 为确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下的社会主义江

山坚如磐石&永不变色!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忘近百

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耻辱! 牢记我党

的性质&宗旨&地位和任务!顺应全党&全军和全国各

族人民的殷切期盼! 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

教训!继承发扬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

优良传统作风!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以猛

药去疴和壮士断腕的决心! 从严厉惩治吏治腐败入

手!出重拳!下猛药!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令各级领导干

部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重大举措$

一是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狠抓作风整顿

和建设$响亮地提出!首先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人先

正己!率先垂范!自上而下一级抓一级!上级做给下级

看$ 二是以狠刹"四风%为重点!在全国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
6

名常委分别把一个

省级领导班子和一个县级领导班子作为联系点!亲自

上阵!调查了解掌握情况!进行面对面地具体指导!认

真扎实地开展"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照镜子&正

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三是建立健全领导监督机制!

实行问责和责任追究$ 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实行党委负领导和主体责任& 纪检监察机关负监

督责任$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实现对
(78

家中央一级党

和国家机关全覆盖!省一级纪委以中央为表率!照方

抓药!直至党内监督无死角&无空白&无例外$ 中央建

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巡视机构!对各省&市&

区和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金融企业巡视全覆盖$

四是修订和完善党内法规!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对

7&6

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对'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

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进行修

订!并制定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规划&公费开支规定!实行审计全覆盖!从而把权

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 五是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严厉惩处各种腐败分

子$ 习近平同志响亮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

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能

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等!从而为反腐倡

廉敲响了警钟并发挥出强大威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至今!先后查处违法违纪的
%&

名

国级&省部级中管干部和
9$

多名军级干部$ 各省&市&区和市&地&县也先后查处违

法违纪的大批地厅级和县处级干部$全国立案侦查职务犯罪
#2#

万人$在纪检监察

部门清除自身 )害群之马%

(#6#

人$ 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

'北京反腐败宣言(!与全球
%$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就追

逃&追脏开展执法合作!追捕逃犯数百人&追回脏款
9$

多亿元$ 今后还将重点查办

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重要领导岗位领导干部中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侵吞国有

资产&买官卖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 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问题

的查办力度/对转移赃款赃物&销毁证据&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纳入依

规严惩的重要内容00

上述举措!深得党心民心!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叫好$ 它

有力地推动了党风&政风&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力地促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有力地提升了我国在全世界中的威望&地位!对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了无可估量的巨大作

用$ 社会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兴党兴国英明决策和

伟大创举!它必将永载史册&万古流芳1 &作者为周口市商务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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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

示!坚持从严治党!有力地推动了党风$政风$民风

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有力地促进了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有力地提升了我国在

全世界中的威望$地位!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了无

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一呼百应"与!百呼一应"

刘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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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领导的! 都希望话出众人听!令

出众人行!登高一呼!马上有很多人响

应$ 有这种愿望好不好呢2 好$ 谁能在

群众面前)一呼百应#!表明谁赢得了群

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而有了群众的

理解和信赖! 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他

所领导的那部分事业!就有了成功的保

证$

作为领导必须明白!领导者的)一

呼 #!能否得到 )百应 #!不在职务的高

低!权力的大小!而在是不是呼出了群

众的愿望和要求$你所)呼#的是群众之

所想&群众之所急&群众之所需!自然就

会拨动群众的心弦! 产生强烈的共鸣!

一呼而百应$如果你所)呼#的并非群众

心中所想!就是喊破嗓子也不会有多少

人响应$ 因此!能不能一呼百应的关键

就在于领导者能不能倾听群众的观点

和呼声$ 你首先做到了)百呼一应#!才

会有)一呼百应#$ 既想)一呼百应#!而

又不肯倾听群众呼声! 不管是哪个人!

这个)一呼#也只能远远在空中飘荡!而

不会落地有声$

有的同志喜欢强迫群众响应自己$

)一呼#之后!应者无几!就浑身不自在!

不是埋怨!就是指责!甚至大发雷霆!硬

要人们齐声响应$ 岂不知!按倒牛头强

喝水!喝了水!就高兴!不喝水!就训斥!

如此得来的 )百应 #!不叫 )应 #!而叫

)诺#$ 喜欢)一呼百诺#的人!不是把群

众看作是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人!而是把

他们看作唯命是从的群氓$ 你的呼声!

我可以充耳不闻!我的呼声!你必须洗

耳恭听$ 这种官老爷作风!在我们今天

的社会里!不仅为群众所厌恶!也不可

能真正干成什么事业$

领导心中有群众! 群众心中有领

导$领导听群众的!群众也就听领导的$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首先跟人民走!然

后人民才跟我们$ 当前!党中央提出加

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这)一呼.为什

么会应声响遍神州2 就因为这个决定

集中了群众的呼声!反映了群众的愿望

和要求$我们的力量!是从这里产生的!

我们工作取得的成绩! 就是这么得来

的$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想真正

带领群众干好本职工作!首先必须深深

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做到对群众的情

绪&愿望和要求了如指掌!然后在这个

基础上!定计划&发命令&提要求$这样

才能出现)一呼百应#!一马当先&万马

奔腾的干事创业局面$

&作者单位'西华县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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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一架小型私人直升机坠入合

肥市近郊水库!造成一死一伤!而飞行员

竟未取得飞行资质& 该事件引发公众对

于低空飞行安全的关注&调查发现!我国

多地开展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 但与

低空飞行相配套的审批程序)管理规定)

行业指导与监管!仍处于松散杂乱状态&

现有的法规条例! 并未提到无照驾驶的

法律责任& 这正是*

胆儿天来大!无照敢)黑飞#$

生死无人管!一把悲酸泪$

九龙治低空!私心欲分肥$

法条破盲区!来者犹可追$

王启峰图 锡 兵文

自省是一种人生智慧
张明

!!!!!!

前几天网上出现了一段不雅视频!

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谈笑自若! 边唱

边评! 对领袖毛泽东用了羞辱性词汇$

)毕姥爷#是我敬重崇拜的主持人!语言

幽默又有深度!节目欢愉而不低俗$儒雅

睿智的主持人!在现实生活中竟 )幽此

一默#!着实让人震惊!又让人费解$

是谁把私人饭局的视频放到网上!

太缺德了!责问之余!我又无语$ 毕竟还

是你有这样一个局!有这样一段乐!有这

样一段洋洋洒洒的唱词$ 也可能这纯属

饭局闲乐!一笑了之!但你确实做了!做

了一件与你身份不相符的一件事! 做了

一件与人们对你的尊重不相符的一件

事! 做了一件连普通百姓的境界都不如

的一件事$

对于一个名人不能要求十全十美!

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有底线的$ 且

不论名人!就是普通百姓也是有底线的$

别人高看你! 敬重你! 就是因为你眼界

高!觉悟高!素质高!否则!你出言不逊!

缺乏起码的社会情感! 别人又怎么会尊

重你2 即使在相对自由放松的私人空间

里 !也不能越过修养底线&道德底线!更

不能越过政治底线$

有人说!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如何!不

只看他公开场合如何! 更重要的是看他

在私人场合如何! 那些言行才更具真实

的一面$ 且不论一个人私生活中的言语

有多少代表本心! 但一个人在最平常最

自由的状态下确实更容易在不经意间流

露出内心的)小#来!这种)小#可能是人

前人后言行的不一! 也可能是严谨坦荡

之外的放纵$把过头话当个性!把出口成

)脏#当成接地气!把有损底线当成独辟

蹊径! 对心中之魔浑然不知! 或任其泛

滥!总以为修养是给人看的!不自省!故

不警醒!不警醒故口无遮拦!最终就会沦

为浮躁&猥琐$

'礼记3大学(有文,)欲正其心者!先

诚其意$ %所谓诚其意!必然少不了内心

的省悟$ 孔子言,吾日三省吾身$ 每个人

都应该反躬自省! 把省察对照到一言一

行一思一念之中!不做浮躁浅薄之徒!不

随波逐流!不妄念妄行!有自省!有担当!

做好工作做好人$

作为公众人物!要时刻自省!时刻怀

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对工作敬畏!对

责任敬畏!时常问问我是谁!我是干什么

的!我身在何处!我为这个社会&这个民

族做了哪些贡献$不要出点成绩!有些掌

声!就思想膨胀以至飘飘然!认识滑坡!

道德滑波!人生的智慧也滑坡$要时常问

问是我成就了别人!还是别人成就了我!

是我成就了集体!还是集体培养了我!造

就了我$

战国时期的信陵君是一个善于自省

的人$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后!得到赵王的

非常礼遇和厚重封赏! 又担心魏王恼怒

自己!于是决心不再返回魏国!但最终他

还是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因为他明白!自

己是哪里人!来这里干什么!自己凭什么

得到人家的厚待和推崇! 那都是基于一

个源头!自己是魏国人!是魏国公子!没

有魏国!自己什么也不是1这是担当意识

的自省!是人生智慧的觉醒$

不浮躁!常自省!愿每个人都能拥有

人生大智慧$

&作者单位'西华县第二实验中学(

对老子上善若水的哲思
卢彦晓

!!!!!!

在老子所编写的'道德经(中的第八

章!老子提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

心善渊!与善仁 !言善信 !政善治 !事善

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上善是

指上乘的有德行的人$ 在老子所开创的

道家学派中!他的无为思想就是道!道是

老子最高的哲学思想! 而老子提出的上

善若水!就是用水来阐释他的哲学内涵$

我们知道水的特点是胸怀宽广!毫

无所求!顺其自然$ 老子提出了七善$

一$居善地

居善地有水谦下自处的特点$ 老子

用水来形容一个管理者立身处事不要高

高在上&居高临下!而是应该时刻保持谦

虚谨慎!这样的管理者才能做到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 很多先贤就是在环境

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写出了不朽之作$ 有

很多人不愿意身处恶劣环境之下! 要么

怨天尤人!要么碌碌无为$然而像古代圣

贤仲尼&屈原&韩非等都是在恶劣的环境

下成就了自己! 写出了让后人无法超越

的经典之作$现代伟人毛泽东&焦裕禄等

都是发扬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 发扬

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 这样的精

神!这样的好干部!广大人民会永远铭记

在心$

二$心善渊

所谓海纳百川! 就是说明了水大肚

能容的特点$ )心善渊%是指心胸要像水

那样沉静!明净通透$我们都知道人往高

处走!水往低处流!应该要像水那样凡事

不强求!顺其自然!心胸放宽一点!只知

耕耘! 不问收获! 这样的人才能成就霸

业$ 特别是作为一个领导者! 更应该大

度$ 项羽刚愎自用!不能容人!所以一败

涂地$ 刘邦人手不多!却大度能容!所以

最后一统天下$ 只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

人才有广大的心胸去接受别人的逆耳忠

言!才能让自己成功$ 相反!心胸狭窄的

人永远成不了大事!只会夸夸其谈!不干

实事!最后一事无成$一个好汉还要三个

帮!一个人是无法成事的!只有团结在一

起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依靠集体智慧才

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三$与善仁

水有滋养万物的特点$ )与善仁%就

是以慈爱的方式来关心别人!帮助别人!

但却不求回报$ 不论是作为一名群众还

是一个领导者都应该主动关心他人!这

是有着无私奉献精神的崇高境界$ 因为

水是善的!所以)善利万物而不争%$人们

应该学习水的这种这种精神!为人处事!

与人为善$ 在当今社会!春晚的小品'扶

不扶( 确实值得人们去深思$ 路人摔倒

了!我们理应上去帮他们一把!无论结果

怎么样! 做人应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孟子3公孙丑上(中说,)取诸人以为善!

是与人为善者也$ 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

善$ %这句话意思就是!做人一定要与人

为善! 以仁慈善意的态度对待别人并乐

于助人$

四$言善信

水具有诚信的特点$ 水既有顺势而

下!潮涨潮落如期而至的规律!同样也有

心明如镜的功能!这便是水的诚信$老子

认为对待诚信或者不诚信的人! 我们都

应该表示出自己的诚信! 这样才能显示

出自己的诚意$ 特别是在古代! 一代君

主更应该以诚信示人! 不能只在口头上

表达自己的承诺!更应该付诸行动!这样

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 才能治理好国家

而稳坐江山$在'道德经(一书中!老子曾

多次提到信! 可见信是一个人很重要的

品德$ 信用是所有政治&经济&社会的基

础!没有了诚信!国家法律将不复存在!

企业将会逐渐走向衰落! 人与人之间不

再相互信任!这样的国家定会大乱!人民

将无以立足$有了诚信!群众才能相信政

府!国家才能稳定$

五$政善治

水也有约束自己的特点$ 它既可以

冲洗污垢! 也能约束自己$ 老子在政治

上主张以正治国! 像水那样约束和调整

自己来顺应自然! 并提出了治国的三项

原则$

-)

廉洁

老子认为为官之人应两袖清风&清

正廉明$用无为的自然之道来统治国家!

必定前途光明!国泰民安$但若是以贪污

为主! 那么社会必定腐败$ 只有肃清贪

污!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

高瞻远瞩

现在!我们常说要)未雨绸缪%$在一

切事情未发生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已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来应对并且提前把

问题处理掉$ 不能等到事情出来了!还

不知道怎么办好$

/)

气势

国有国魂!人应该要有使命感!这样

才能积极向上$ 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一

定会颓废$作为君主!要有治理好国家的

魄力/作为群众!虽然人单力薄!但同样

应该有创造和谐社会的使命感$

六$事善能

在办事方面应学习水方圆有致$ 老

子以水这样的特点来告诫我们凡事不但

要竭尽全力!更要讲究方法$有方无圆则

会常碰壁!有圆无方则是没主见!方圆有

致才能融会贯通$ 水能静能动! 能刚能

柔!水虽然看似柔弱!却能水滴石穿$ 老

子认为水至刚至柔!水能穿过万物!因为

它像风一样无孔不入$ 老子说,)天下难

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如

果不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将一事无成$

做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应循序渐进!欲速

则不达$ 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事先缜

密计划!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不论是作为

古代君王还是作为现代的领导者! 在选

择助手的时候都应该选贤任能! 这样才

能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七$动善时

水有及时而动的特点$ 水是随着自

然而发生变化的! 我们做事情应该像水

的这个特点一样!善于把握时机!及时而

动$ 水春夏涣散!秋冬则会结冰/江水东

流!与时俱进/海潮进退皆守时$ 我们做

事情也应该能屈能伸! 顺应天时地利人

和!进退有道$老子认为只有维持事情的

稳定! 对付事情在还没有出现状况的时

候!事情脆弱的时候容易分解!容易消除

微小的事情!这样才能动善时$在事情还

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做好

了! 在动乱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已经解

决了$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只要发现有问

题哪怕是细微的!也要及时进行处理$

老子用水来比喻做人的道理! 用水

来阐释他的道家理论! 老子的这些思想

就是教导我们怎样做人!做事$

&作者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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