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孝廉文化" 培育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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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我市在周口人

民会堂举办为期两天的廉洁文化" 孝道

文化进家庭公益论坛# 这次活动以$孝%

$廉%为抓手!以家庭为阵地!以亲情大义

为助力! 深入探究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社会课题!有高度!有力度!有温

度!既给人诸多思考!也对人们的认识和

实践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孝廉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内容#百善孝为首!养德孝当

先#孝是最朴素的生命意识!一个有孝德

的人必然是感恩明理的人#敬长而善从!

做事有节度!就不会为贪念所困#

我国汉代把$孝廉%作为选拔官员的

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

社会上形成在家为孝子& 出仕做廉吏的

风尚!起到化移风俗的教育作用#

家庭是培育 $孝廉文化% 的重要阵

地#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父母的言传

身教对子女人品人格的影响往往比学校

和社会教育更深远#梁朝时中书令徐勉!

一生身居高位!他严于律己!行事公正而

谨慎!节俭不贪!不营置家产# 他的门客

和老朋友中有人劝他为后代置点产业!

他回答说'$别人给子孙留下财产! 我给

子孙留下清白#子孙如有德能!他们自会

创家业(如果他们不成才!即使我留下财

产也没用#%徐勉经常教导子女要重品行

操守! 他的子女后来都成为远近闻名的

贤士#

即使离开了父母! 良好的家教依然

会给人的一生带来重要的影响# 北宋宰

相寇准为庆贺自己的生日! 请来了两台

戏班! 准备宴请群僚# 当他忆起母亲的

教导'$孤灯课读苦含辛! 望尔修身为万

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

不觉泪如泉涌!于是立即撤去寿筵#此后

他洁身爱民!秉公无私!成为宋朝有名的

贤相#

亲情大义是$孝廉文化%的强大推动

力# 兄弟姐妹&夫妻儿女之间!都应当互

相监督&互相教育# 清顺治年间!侯抒愫

任潍县知县前!其哥哥侯抒恽就劝戒说'

$我们家世代清白! 你如果贪一文钱回

来!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了# %侯抒愫明

白哥哥的良苦用心! 坚守清正廉洁的操

守# 一次!大商人郭某遭了官司!有十多

个官员为其说情!侯抒愫都闭门不见#晋

时孟宗在外做渔官时!因妻子爱吃鱼!他

便把腌鱼寄给身在故乡的妻子# 其妻却

将鱼如数退回!并附言说'$你做渔官!却

把腌鱼寄给我!别人如何看呢)%为此!她

三年不吃鱼!孟宗从此也恪守清廉#

细微见真情!大义重千钧#无论面对

凡常时候的柴米油盐还是紧要关头的大

是大非!来自家庭的态度和立场!都会或

浅或深地影响一个人的道德走向#

自律是$孝廉文化%的根本保证# 宋

国有个人得到一块玉! 把它献给国相子

罕!子罕不肯接受#献玉的人说'$我已经

把它给玉石加工的匠人看了! 玉匠认为

它是珍宝!所以才敢献给你# % 子罕说'

$我把不贪财作为珍宝! 你把玉作为珍

宝(如果给我!我们都会丧失珍宝!还不

如各人持有自己的珍宝# % 自律才能自

重!自重才能自省!才能养成廉洁正直的

品格#

$孝廉文化%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远的意义# 每个社

会成员理解它爱护它! 严格自律从我做

起! 崇廉尚洁孝老爱亲的良好风尚必将

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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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规划穿上"洋马甲$!身价翻几

番'不到四万的人口!规划做到二三十万

()由于管理依据不足及追责机制缺

失!部分地方出现城镇规划方案贪大*媚

洋等问题& %过度规划#和%随意规划#!不

仅拉低了规划的整体水平! 也容易造成

资源浪费!损害公共利益& 这正是+

一纸设计挂洋名!

满地规划务虚声#

陋图原是南郭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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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要善品味
李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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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一杯咖啡!仔细品一品!是一种香

味(听一首歌曲!仔细品一品!是一种爽

味(饮一杯陈酒!仔细品一品!是一种甘

味# 品味!方可知质&知本&知真# 读书要

品味!不品味就等于空读书#读书品味是

一种对知识的理解&消化&融入!也是一

种对知识的转化&提升&升华# 故宋人李

淑对读书品味有言'$诗书味之太羹!史

为折俎!子为醢醯!是为书三味#%*+邯郸

书目,-意谓经书味如肉汁!史书味如带

骨的肉块!子书味如肉酱.古人把读书品

味比作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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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仔细品味&吸收&

消化!进而变成对自己有益的养分.读书

品味从意义和价值上来说! 是提升自我

修养和素质的$催化剂%!对不同的书做

出不同的品味!使人生好似开放的鲜花!

会绽放出不同的色彩和芬芳! 让精神世

界五彩缤纷!使人生丰富多彩.

读经典品甜味.读书当读典!读书品

味典!是滋补精神$钙%. 在这里!要先明

白什么是经典.+说文,中讲'$典!五帝之

书也.%+尔雅,里说'$典!经也.%$五帝之

书%也好!$经%也罢!在古人眼里!$典%是

有渊源的书&是不可轻易删改的书&是足

以成为其他书的依据的书. 古人云'$索

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

莫良于典.%读+史记,!可品味$通古今之

变%(读+出师表,!可品味诸葛亮$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赤诚(读+岳阳楼记,!可

品味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济世情怀(读+正气歌,!可以品味

人格追求的伟岸. $没有不朽的物质!只

有不朽的思想%. 品味孔子&孟子&老子&

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的书!好

似看到他们有的皓首长髯! 正在黄河岸

边驻足酝酿$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

亘古命题(有的峨冠表面!正在汨罗江畔

垂泪吟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艰%的警世恒言(有的紫袍锦带!正在透

过历史烟云凝思$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

曾经照古人% 的人生感悟( 有的一袭布

衣!正在倚草堂一角低头著述$都云作者

痴!谁解其中味%的万世文章//这能让

我们懂得应敬畏什么&漠视什么!应坚守

什么& 放弃什么! 从中寻找到人生的真

谛. 倡导读经典!还要读红色经典!比如

读 +红旗谱,&+星火燎原,&+烈火金刚,

+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读之能让

人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

什么是丑&什么是公&什么是私. 这些书

像一粒粒红色种子!在我们心灵里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

读名著品乐味.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

史上!有许多名人名著 !读之 &品之 &化

之! 其乐无穷0 古人曰'$书卷多情似故

人! 晨皆忧乐每相亲%!$书中自有人生

乐%. 书中日月长. 名著中可品味秦汉的

冷月!唐宋的乐舞!明清的悲歌!将世事

沧桑百态尽收眼底. 在品味中! 能欣赏

$大江东去% 的长江!$淡妆浓抹总相宜%

的西子湖!$杏花春雨%的江南!遍布秦砖

汉瓦的古都西安!东临碣石的沧海!似闻

胡茄声声的天山南北//品味莎士比亚

戏剧中的哈姆雷特& 歌德长诗中的浮士

德&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拉斯蒂涅&托尔斯

泰名篇中的安娜!品味老子的论道!孔子

的论水!张衡的论天地!陆羽的论茶茗!鬼

谷子的论兵势进退! 司马迁的论史海沉

浮!徐霞客的论山川纵横!曹雪芹的论人

情厚薄!品味鲁迅笔下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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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祥子!他们如兰之心&如矩之眼!世间

万物&莫不可知!每论一物&莫不可得. 品

味这些可使人的心灵进入净化的状态!能

看到信佛与圣贤相对而坐! 聆听教诲!使

心灵充实丰盈!思想豁然开朗!提升境界!

获得人生的营养.

读警句品香味.书中有名言!文中有

警句!书卷香气四射!芳香扑鼻!它启迪

人&感化人&教育人&导向人. 读警句&学

警句&品味警言&用警句 !给人以香感 .

$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

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 对此!林语堂

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特

别是读名言警句!这是一种生活的趣味&

历史的趣味&欢快的趣味!是惠及更多现

实的趣味.这一切!会让人款款走进欢歌

的舞台!与风花雪月共蹁跹!与百态人生

共沉浮!采撷思想精华!感知生命真谛!

萌生吐纳百川的释然情怀! 拥有豁达睿

智的境界和心田. 从而!让人俯仰天地&

洞晓人生(让人察时知变&奋发进取(让

人见贤思齐!加强修养. 人生有涯!知识

无涯!苦读警句!受益匪浅. 对走向工作

岗位的同志! 品之能感悟 $静坐常思己

过!闲谈莫论人非%!加强自我修养(品之

能感悟$绳据木断!水滴石穿%的意志!能

增强人的毅力(品之能感悟$问渠哪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本源!确立理

论之根. 同时!又可感知$云母屏风烛影

深!长河渐落晓星沉%的寂寞!体验$始知

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的绝望!

晓得 $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无处

寻%的快乐!懂得黛玉葬花之凄美!理解

刮骨疗毒之豪壮!深明邯郸学步之愚笨.

从中反思&修正自我!认识&发现自我!武

装&战胜自我.

读诗词品美味. 在古诗词和现代诗

词中!充满着美味!散发着爱国主义的热

情&激情.在千百年的历史中!无论是$山

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的悲

凉!还是$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

可凌%的坚贞(无论是$何日请缨提锐族!

一鞭直渡清河洛%的豪迈!还是$人生自

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无

论是 $安得壮士挽天河! 净洗甲兵长不

用%的期望!还是$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

尽作主人翁%的憧憬!总有一批批民族英

雄挺身而出! 或抛家别亲! 终身守边御

敌(或征战沙场!为国捐躯(或面对强敌!

英勇不屈. 品味中华大地深情传颂岳飞

$精忠报国%的动人故事!陆游$位卑未敢

忘忧国%的赤子情怀!感慨于谦$一寸丹

心图报国! 两行清泪为思亲% 的壮志豪

情!都充分表现出$不惜千金买宝刀!貂

裘换酒也堪豪% 的侠义!$要似昆仑崩绝

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威武!$面壁十

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雄壮. 这

些诗词的作用! 能使人类在时间和空间

上把思绪扩大无数倍!从而超越时空.有

人把品味诗词概括为三种境界'一曰$清

闲%!二曰$求知%!三曰$浸淫%.这是何等

令人感悟的品味呀0读诗词!品味到激昂

处!让人慷慨悲歌(品味到愤怒处!让人

怒发冲冠(品味到缠绵处!让人竟托怀中

月以邀琴声. $语言有三美%. 意美以感

心!言美以感官!形美以感目. 诗词不正

是具有这$三美%吗)品味这$三美%!人生

能在严寒中感到温暖!酷热中感到凉爽!

苦涩中感到甘甜!绝望中感到希望.这一

切显示了诗韵之美& 诗文之雅& 诗力之

劲!从而描绘出心灵之美&民族之美&英

雄之美!以及国家之美的画图.

#作者单位$西华县老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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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品味从意义和价值上来说&是提升自我修养和素质的!催化剂"&对不同的书

做出不同的品味&使人生好似开放的鲜花&会绽放出不同的色彩和芬芳&让精神世界

五彩缤纷&使人生丰富多彩'

在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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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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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一文中说'

$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

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

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

才能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否则!

1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2!虽勇气可佳!却是鲁莽和不

可取的!不仅不能在工作中打开局面!而且有迷失方向!

落后于时代的危险# %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纷繁复杂!国内经

济$三期叠加%!社会矛盾多发!推进改革发展的复杂程

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前所未有!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

的新要求新期待与日俱增# 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推

进检察事业!实现$四个满意%的目标!各种可以预见和

难以预见的困难&风险&挑战还有很多!要克服它们&战

胜它们&驾驭它们!须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争分夺秒加强

学习!一刻不停增强本领#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作为检察官!我们肩负着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使命!必须具备相当的政策理

论水平和执法办案能力#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要认识好&

解决好各种新问题&新困难!唯一的途径就是我们自己

的本领# 所以!要以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精神增强本

领!而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运

用于我们的检察工作实践!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

本领#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

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我们应该

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 只要坚持

学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致千里!从而把检察事业推向一个

新高度#

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说过'$当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谈天说地时!知

识可以装饰# 当处世行事时!知识能增进才干# 有实际经验的人能处理个别性的

事务!但若要纵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掌握知识方能办到# %学习可以使人远

离浮躁!守一份恬静!用平和的心态感知四季更替!花开花落(阅读可以使人看淡

名利纷争!持一份淡泊!用宽广的胸怀静观风云变幻!云卷云舒#

目前!还有一些干警在学习上存在自满情绪!自认为文化水平比较高!不学习

也能应付各种情况# 有的学习是为了应付场面&摆摆样子!不真学(有的学习蜻蜓

点水&浅尝辄止!不深学(有的搞选择性学习!合意的就学&不合意的就不学(有的

学习不求甚解!学而不思&学而不化&学而不用# 更有甚者!出现了学风不浓&玩风

太盛等不良现象#

以上学习中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带来了能力低下&理论基础差&一软一硬不

平衡&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不善于总结&写作水平低&工作在低层次徘徊等!

这些不良现象皆不利于我们自身成长!有害于我们的检察事业# 无论是老同志!

还是新同志!都要有知识短缺或知识陈旧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防止在工作中犯经

验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新同志或者老同志!只有树立强

烈的责任感和危机感!带着执着的信念学习!带着求知的欲望学习!带着实践的

需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才能强固立身做人之本&夯实干事兴

业之基#

在学习的内容上!既要力求全面!又要突出重点#既要学习政治&业务!也要学

习写作和培养良好的爱好# 在学习的方法上!既要有传统的向书本学!向身边的

老同志学!又要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优势!在网络上&报刊杂志上学习别人好的

思路!好的典型!好的做法# 在学习的技巧上!要坚持学用结合!学用相长的原则!

要培养处处留心!积少成多!厚积薄发的习惯!把集中学习和自学结合起来!把通

读&精读和摘抄&背诵结合起来!把学习&思考&写作&积淀结合起来#

我们目前正处在稳步发展求突破的关键阶段!而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面临

的新矛盾&新问题还比较突出!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老化问题还亟待解决# 有问

题不可怕!怕的是面对问题采取鸵鸟政策!视而不见(怕的是有的同志是尸位素

餐!只占位不作为!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问题往外推# 其结果只会导致矛盾堆积

如山&问题积重难返!错失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时机#

因此!我们要立足现实!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漠视&不回避&不掩盖!拿出勇

气&决心和办法去正视它!面对它&解决它# 要大力开展$建设学习型机关%活动!

督促大家加强学习!提高能力!不断具备发现矛盾的敏锐&正视矛盾的清醒&直面

矛盾的勇气和化解矛盾的自觉!从而推动我们的各项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

#作者为西华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

在新形势下推进检察事业&实现!四个满意"目标&

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困难(风险(挑战还有很多&

要克服它们(战胜它们(驾驭它们&须以时不我待的精

神&争分夺秒加强学习&一刻不停增强本领'

为周口农民!院士"点赞
刘颖光

!!!!!!!

一个农民能当上联合国的 $洋院

士%!这并不是天方夜谭 !而是真实发

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据+周口日报,

报道! 我市农民党永富正式当选为联

合国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通讯院

士#

!

月
'7

日!联合国生态生命安全科

学院副院长马拉扬3卡尔布什3鲁宾诺

维奇教授在北京为党永富颁发证书#

党永富当选的理由! 是由于他长

期从事农业次生污染的治理! 这对于

人类而言意义非凡# $宝剑锋从磨砺

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位在豫东农

村土生土长的农民! 怀揣为苍生造福

的宏大志向! 为了实现自己给土壤治

病的梦想!刻苦攻关!百折不挠!通过

近
'$

年的辛勤钻研和不懈努力!终于

发明出了 $除草剂药害和残留防控

剂%! 有效地解决了预防除草剂药害&

解除除草剂药害&改差降解农药残留&

增产等四个重大难题! 并已在全国累

计推广预防隐形药害
%888

多万亩次!

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的金额以数百亿

计# 党永富因此被誉为$中国除草剂药

害和残留防控第一人%!走上了联合国

生态环境讲坛#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
78

年里飞速

发展! 而无法回避的生态环境污染问

题也日益凸显# 在经济学上!有一条著

名的倒$

9

%形曲线444库兹涅茨曲线!

它表述的是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

中!无一例外遭遇过的一段困境'经济

越发展!环境污染就越严重# 今天的中

国! 正攀爬在这条曲线陡峭的上升区

间!处于生态环境矛盾的激化期# 据相

关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受污染的耕地

已高达上千万公顷! 仍在不断加剧的

环境污染! 正严重威胁着生态安全和

粮食安全! 已经成为国人不能承受之

重#

生态文明!粮食安全!这些与老百

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

注# 解决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到了

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 党的十八大报

告中强调! 要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

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 &生

态意识%! 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生态文明

目标#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

中国! 已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目前! 因使用除草剂所产生的副

作用!导致全国每年粮食减产
!"""

亿

斤# 而党永富发明的奈安除草剂添加

剂系列产品的推广使用! 对生态环境

和粮食安全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不言而

喻# 他的成功!不仅是一个农民发明家

梦想成真! 也是为建设美丽中国画上

了厚重一笔#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 一位厚

道而智慧的农民! 一个朴素而执着的

梦想! 一种治理因除草剂残留造成的

$癌症田%的良方!成就了周口农民当

上联合国$洋院士%的传奇故事# 做为

周口人!我们应该为党永富点赞0

#作者单位$周口市市政工程处%

带病工作不可取
吴敬

!!!!!!

在日常工作中! 常常见到先进人物

带病忘我工作的事迹!让人感动#

带病坚持工作! 这种敬业精神令人

敬佩#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似乎只有

拼命工作才会得到社会及他人的认同#

工作压力大! 往往人的身体超出极限却

不得不坚持# 这些年来常有$过劳死%事

件发生!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特别是

$拚命三郎%式的工作方式!对自己对家

庭对社会!均有不利影响#

首先!带病工作伤害自己# 俗话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病不休息&不治

疗!身体被拖垮!什么工作也干不成了!

这是最通俗的道理#缓解工作压力!调节

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这是最重要的#如

果小病不治!积劳成疾!小病拖成大病!

甚至引发严重后果!那又何苦呢) 其次!

带病工作可能危害社会# 也许有人认为

这种说法有些危言耸听!其实不然#如驾

驶员带病工作! 即便他们有极强的毅力

和责任心! 其身体和精神状态也不能与

正常人相比!会因疾病造成工作失误!甚

至酿成事故! 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轻则给家庭带来不幸!重则影响社会

和谐稳定#

因此! 与其小病坚持! 不如及时治

病! 以更健康的身体和更饱满的精神状

态投入到工作中去! 那样会使工作做得

更出色!效率也会更高##作者单位$周口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孝廉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百善孝为首&养德孝当先'

孝是最朴素的生命意识&一个有孝德的人必然是感恩明理的人' 敬长而善从&做事有

节度&就不会为贪念所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