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论

各位读者!本版为双周刊!"新论#"热议$%辣说$"思考$"随感$"争鸣$等栏

目长期征稿!欢迎踊跃来稿!请勿一稿多投&

来稿请寄!

!"#$%&$'()*+,-. /012340*5'667,8.

电话!

9:55:33 3:95;:9599;

捍
卫
权
利
首
先
要
尊
重
他
人

张
明

!!!!!!

成都女司机被后方小车司机逼停后拖出车外殴打一事

曝出后!一时间众说纷纭" 有人为这种暴力行为叫好!认为女

司机的行为不能原谅! 如果是自己碰到这种情况也会出手"

有人认为女司机固然不对!作为男人也不应该当街对女子大

打出手" 女子的行为仅仅是别了车而已!她本身的行为是交

警的工作范围!还轮不到男子对她进行如此残暴可怕的当街

殴打" 有人认为躺在病床上的女司机和暴打她的男司机本质

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侵略性驾驶者$!只不过程度不同而

已%

旁观者观点不一! 当事者更是各有各理" 女司机认为&

#以我这么多年开车的经验!在那样的距离变道出去!是没问

题的!不会导致他急刹车把小孩吓到% 我都没感觉到把他别

了% $男司机认为!女司机的变道阻碍了他的正常行驶!自己

吃了亏% 当事双方或者认为自己在#正常$行驶!或者认为自

己在维护正义!都认定自己在做该做的事情!在#合理$地行使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权利%

对于权利人们好像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青睐与爱好!运用之!开发之!创造之!

无所不用其极%

我猛踩油门#飞$到你面前!然后突然来个急转弯%我何罪之有'我分明离你还

有一米远% 看不惯我开车的做派' 请问&我碰到你车了!还是碰到你人了' 有朋友

讲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经历% 早晨看见马路边的树桩上拴着一条体型硕大的狗!

朋友心生恐惧!小心翼翼地从路的另一侧躲着走!但狗还是像疯了一样张着血盆

大口猛扑过来!直吓得朋友六魂出窍!连连后退% 旁边小凳上坐着狗的主人!正慢

条斯理地择菜!镇定自若!一副悠闲状% 见此情景淡然一笑&#呵呵!不碍事!我家的

狗根本不咬人% $话语冷静得出奇!明确地告诉你&你太胆小了!你完全没有必要把

自己吓成那个样% 狗的主人早已把门前马路划进了自家院子!既然狗咬不下来人

肉!那么在门口拴狗就成了名正言顺的权利和自由% 社会上既然有这样狗扑人式

的思维!那么马路上车别车的逻辑又有什么奇怪呢%

有人把#自卫$看作理所应当的权利和自由% 见不得别人有一点过错!不论这

点过错是见之于客观损害!还是来自于自己的主观揣度% 有人凭自私去掠夺所谓

的权利%且看今年五一前后旅游区内一些人#开发$的权利&

!

月
"!

日!陕西男青年

李某爬上女红军雕像并坐在其头上拍照(

#

月
$

日!一西双版纳导游强逼游客巨额

消费并辱骂游客(陕西西安华清池景区内的杨贵妃雕像!遭缺德游客#袭胸$(武侯

祠碑文被人用硬物在方石空白处划上某年某月某日!#路
%

国一游$字样%

成都打人事件刚曝出时!网络激烈讨伐打人的男司机!后来一边倒地激烈抨

击被打的女司机% 再后来!网传女司机现代车有
"&

次违章!

"'$$

年有小孩从这辆

车天窗伸出头)扔纸屑( 又#人肉搜索$出酒店开房记录)家庭住址甚至生理期等个

人信息% 公开的#晾晒$成了渐趋失控的网络狂欢%

这与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当事双方的膨胀式权利意识一样!是另一种形式的

权利滥用与践踏%

我们不要任性无度的侵略式权利!也不要以牙还牙的自卫式权利% 因为它们

丧失了规则和人道! 于人无益!于己无益!于社会无益% 为自私所开发)杜撰的所

谓权利!为社会所不容!为大道所不齿%

被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主张或自由才叫做真正的权利% 唯有遵

守规则!尊重他人!权利才能健康运行!我们每个人的权利才不会悲哀和黯淡%

"作者单位 西华县第二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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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黄牛盯上了网络消费信贷产品!在收取一定手续费的基础上!通过灰

色渠道帮他人实现线上套现& 有网友欲借此"生钱$!没想到套现不成!反被诈骗& 目

前!涉事网站正在加强系统自动化识别和风控拦截& 未来!相关部门也会针对个人信

用体系建设出台进一步措施&

这正是'

网商滴血拼体贴!

只凭信用来按揭%

不惧黄牛套现忙!

砌高围墙风自歇%

王启峰图 亦 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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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
戴俊贤

"接上期$

当前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忧患

忧患意识包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在全球化视野中

审视我们面临的形势可谓忧在眼前!患

在脚底%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忧党)忧国)忧民$%

*一+深刻认识国之忧患% 首先要看

到! 全球化时代条件下来自国际的风险

和挑战% 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

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他们一直利

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政治渗透) 经济

渗透和文化渗透!企图用西方的价值观)

世界观)#西方民主$或国家治理模式!通

过#和平演变$的手段影响和改变中国%

他们不断制造种种障碍! 遏制中国的快

速发展!制造#中国威胁论$%各种反华势

力不断打出 #人权牌$)#民主牌$)#台湾

牌$和#西藏牌$等等%特别是近年的人民

币升值)全球金融危机!都引发了我国出

口型企业受困)国内通货膨胀)房价攀升

等一系列经济问题!不能不使人忧虑%其

次我国周边的某些国家出于自己的战略

利益!推行扩张主义!对我国领土)领海

虎视眈眈!直接威胁边境安全%我国是世

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陆地邻国
$#

个!海上邻国
(

个%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

我国与这些邻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边界

上的纠纷%中国和印度)日本以及越南等

国!因领土争端所造成的矛盾由来已久!

国界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 印度不

仅在争议地区建#邦$立府!高调宣示主

权!而且增兵筑路!调整兵力部署!加快

战场建设!意在争取战略主动% 越南)菲

律宾等国则在加紧掠夺南海资源的同

时!不断更新武器装备!大力提升海空军

作战能力! 并尽可能促使南海问题国际

化!企图借助其他大国力量制衡中国%日

本罔顾历史事实! 在钓鱼岛问题上大做

文章!企图将钓鱼岛划入日本领土%其内

阁成员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煽动反华

情绪!气焰十分嚣张%我们所处的世界并

不太平! 我们决不能刀枪入库) 马放南

山)高枕无忧% 同时!我国作为一个海洋

大国!全民海洋意识有待提高%当今国际

社会!开发海洋)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

已成为世界沿海各国的发展方向和潮

流% 如何从发展海洋事业的战略高度出

发!解决全民海洋意识薄弱的难题!是我

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三!

近来由于宗教)民族等原因!我国内部也

存在一些反动势力! 不断扰乱人民的正

常生活%

"''(

年西藏拉萨的打砸抢烧事

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次有组织有预

谋的活动向世人揭示了达赖喇嘛企图分

裂藏族!破坏国家安定的图谋%

"'')

年

以来! 新疆接连发生多起极为严重的打

砸抢烧及暴恐事件! 不仅对当地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并且对国内的整体局势造成了极坏影

响%而作为内战遗留的台湾问题!一直没

有解决%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大多数台湾

同胞反对分裂!反对#台独$!希望发展两

岸关系! 但又不急于统一! 希望维持现

状% 这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造成了不小

的难题%去年香港出现的#占中$事件!扰

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其四!我国经济和

社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带来了多种风险

和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急于想改变

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长期实行粗放型

经济增长方式! 导致资源和环境不堪重

负!经济和社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

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应对和解决!

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可能吞噬
6'

多年来

改革发展成果! 甚至影响国家的稳定和

现代化建设进程%

*二+深刻认识民之忧患% 我国社会

目前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各种社会矛

盾凸显和激化!主要表现在&一是贫富)

城乡)区域差距比较悬殊%北京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 ,中国民生发展报

告
"'$!

-一书中指出 !中国的财产不平

等程度在迅速升高&

$))#

年我国财产的

基尼系数为
'2!#

!

"''"

年为
'2##

!

"'$"

年达到
'276

!顶端
$8

的家庭占有全国三

分之一以上的财产! 底端
"#8

的家庭拥

有的财产总量仅在
$8

左右%据世界银行

公布的数据显示&

"'$6

年中国居民收入

的基尼系数
9

贫富差距程度
:

已由改革开

放前的
''$&

上升到目前的
'(!76

! 超过

了
'(!

的国际警戒标准% 如果贫富差距

继续发展下去! 将导致两极分化和社会

对立%城乡差距也呈扩大之势%如果把城

市居民收入中的一些非货币因素! 如住

房) 教育) 医疗等社会福利考虑在内!

"'$6

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超过

6

&

;

% 城乡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农村经济发

展和农民增收!也不利于拉动内需!还可

能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 近年来东部与

中西部之间的地区差距虽有所缩小!但

实际差距仍然较大% 二是就业形势十分

严峻%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
!)

左右!但实际失业率近
$')

!全国显性和

隐性失业人数超千万人% 就业是民生之

本! 如此庞大的人群没有稳定的收入来

源和基本生活保障! 无疑是社会的一个

不安定因素%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

全! 一些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

比较突出% 由于社会保障的滞后! 目前

我国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

险)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实现社会全

覆盖!部分地区存在着上学难)看病难)

看病贵)住房贵的问题!还有极少数群众

生活困难!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四是核心

价值观贯彻落实不够!思想认识多元)价

值观念多元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 道德

缺失)诚信缺失)信仰缺失)邪教侵扰造

成了不少人认知的模糊和心理的混乱!

以致酿成#老人倒地扶不扶$)#公交车上

让座该不该$这样不成问题的问题%农村

基层很多群众不信党而信教) 不信法而

信访!人们的理想信念动摇!形成社会信

仰危机!影响和败坏了社会风气%由此潜

伏的社会危机远比经济发展的快慢严重

得多%可以说!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人民!我们还没有破题%

*三+深刻认识党之忧患% 党成立
)6

年来! 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

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

鬼神的壮丽篇章% 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

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实现了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

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进行了改革开

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令全体中国人民

和中国共产党人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但

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 在世情)国

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

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提高拒腐防

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面临许多前

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党的执

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 复杂的) 严峻

的%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

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

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员干部队伍中!

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是经得起

考验和值得信赖的! 但也有少数党员干

部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抵

御不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诱惑!出现

了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化)组织纪

律松弛)革命意志衰退的现象&或不思进

取!浑浑噩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高

高在上!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严重(或贪图享受!奢侈浪费!流连于灯

红酒绿场所(更有甚者!以权谋私!贪污

受贿!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 由党

内腐败影响蔓延到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

腐败!#不给好处不办事! 给了好处乱办

事$成为社会通病% 在吏治)司法)军队)

教育) 医疗等等行业和领域发生的腐败

现象的严重程度令人发指!买官卖官)行

贿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成为公开的

秘密%贪腐的毒菌像瘟疫一样弥漫!实在

难以找到一块不受污染的净土% 这些现

象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破坏了

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背离了党的性质

和宗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党的先进性

就有可能丧失! 党的执政地位就有可能

丢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可能

毁于一旦% 遏制党内腐败现象的滋生蔓

延!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全党当

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未完待续$"作

者为市委政研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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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曾经说过!毛泽东是#土包子$!有#改不了的农

民习气$% 其实!这种#土$!既包含了农民的生活习惯!又

包含了革命者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从毛泽东的 #土$

里! 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和延续!也

可以看到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品质与追求%

毛泽东从来不喜欢穿新衣服!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

际)讲求实用的习惯% 对于衣着!他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

标准% 他曾经说过&#你们年轻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

了!穿旧的舒服% $#我们各取所好% $

历史为毛泽东留下了很多带了一身补丁的形象% 他

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和粗线

袜子上!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

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 有时候找不到

布头!就拿用过的医药纱布代替% 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

一些不同的话&#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

行% $#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 $#我节约一件衣

服!前方战士就能多领一发子弹% $#现在国家还穷!不能

开浪费的头% $#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

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

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

毛泽东从来没用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的护肤品% 他一直使用

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了!我用不动% $

毛泽东喜欢吃粗粮和青菜!有时还馋野菜% 进城后!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 他

始终吃红糙米!而且里面还必须掺上小米!或黑豆!或芋头%这个习惯!是战争年代

在陕北形成的%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 他对子女是既疼爱!

又严格要求%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从苏联留学回到延安!毛泽东送给他几件带

补丁的旧衣服!叫他下乡跟着边区劳动模范学习种田%抗美援朝开始后!他决定送

儿子出国参战% 一些同志都劝他!说岸英在单位任务很重!不好离开!不要去参战

了% 他讲了很多应该去的道理!其中给大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谁叫他是毛

泽东的儿子呢!他不去谁还去'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不幸牺牲后!当他听到消息!先

是一怔!接着便陷入长久的沉默)伤痛之中!最后!他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还是那

句话
<

#唉.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泽东对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也是既富疼爱之情!又保持严格的家教" 李敏

和李讷自小就跟随警卫人员吃大食堂!上学后便在学校食堂吃饭!她们并没有随

父亲一起享受共产党主席的0小灶$"考上大学后!吃住便都在学校里!同所有的普

通人家的孩子一样!一个宿舍住
&

个或
(

个人!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 她

们总是穿一身旧蓝布衣服!和大家一样上课!一样下乡参加劳动!一样走路)骑自

行车)挤公共汽车" 如果不加说明!没有谁会想到她们是毛泽东的女儿"

在毛泽东的子女中!李讷相对来说吃苦不如她的哥哥姐姐多" 但她比一般人

家的孩子吃苦多" 从
$)!7

年起!李讷才
7

岁!就跟我们当兵的一样行军!一样风餐

露宿!一样经受敌机轰炸!一样遭遇敌人枪炮!一样吸染战场硝烟" 由于当时正处

于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在学校吃不饱!体质明显下降" 一次!卫士长李银桥到学校

看望她!给她带了点饼干!毛泽东得知后!便把李银桥叫进屋!声色俱厉&0三令五

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呢' $李银桥小声说&0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

0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毛泽东拍了桌子&0谁叫她是毛泽东

的女儿呢. $之后!卫士们继续请求!而毛泽东却深深叹了两口气!不无忧伤地说&

0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 $0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

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 $0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 还是各

守本分的好" $

在今天!如果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都能像毛泽东同志

那样!不忘自已是农民的儿子!不忘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严于律已)公而忘私)率

先垂范!那么!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风)政风)民风和社会风气!

就会焕然一新!就会加速0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

日实现. "作者为市商务局退休干部$

!!!!!!

在今天&如果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主要领

导干部都能像毛泽东同志那样& 不忘自已是农民的儿

子&不忘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严于律已'公而忘私'率

先垂范& 那么& 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

风'政风'民风和社会风气&就会焕然一新(

浅论政策与策略的辩证关系
刘鹏飞

!!!!!!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正确的政策

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这句话说明了政

策和策略的重要意义" 因为现实中有

这样那样的问题与矛盾!才有了解决问

题的需要!也就有了政策" 而有了正确

的政策!就有了如何正确的落实这个政

策的问题!也就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

式!这就有了策略"可见!策略因为政策

而存在! 政策因为策略而得以实现!二

者是互相依存的" 政策与策略是对立

统一的矛盾体"

在这对矛盾体里! 主要矛盾是政

策!次要矛盾是策略"政策是目的!是方

向!是工作目标" 而策略是手段!是条

件!是工作方法" 像所有其他的矛盾一

样! 这个矛盾体里的二者是互相依存)

缺一不可的" 理清了这些关系!我们的

工作就会做得更有把握"

我们开展工作!首先要考虑如何制

定出正确的政策!即确立正确的工作目

标和指导思想" 政策的制定者首先要

全面深入地了解现实情况!进而依据情

况!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在工作进入实

施阶段以后! 面对反馈回来的新情况)

新问题!还要及时对政策做出调整和完

善" 做到了这些!就把握住了工作中的

主要矛盾!找准了工作的方向"接下来!

就是为这个工作目标的实现制定出正

确的策略!即工作方法!注意事项!以及

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就兼顾到了次

要矛盾" 此外!在工作过程中还应做到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每一个

工作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些!

我认为就是正确的工作方法"

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我们的工作

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可以这个逻辑顺序

做为突破口
=

去查找问题!即出问题的

是我们的工作目标!我们的政策!还是

我们的工作方法!工作策略' 如果是政

策性的问题!仅仅通过工作方法上的修

修补补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这个时候!

政策的制定者就要拿出魄力和勇气!根

据执行层反映的情况! 对政策进行完

善" 如果是工作方法的问题!那就不必

改变目标!工作的参与者就要仔细总结

和反思!看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进而

找到解决的方法!改正我们工作中的错

误!兴利除弊"所以!在发现了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之后!首先要分辨清楚!到底

是方向性的问题!还是仅仅是方法的问

题!弄不清楚这个!一旦出现问题!就无

法查清问题和落实责任!解决问题也就

无从谈起"

这就是政策与策略的辩证关系及

其对我们工作的启示" 当下!我国社会

利益格局更加多元化!人的思想认识在

这样的环境下也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

我们面对的是比以往更加复杂的环境!

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要满怀

热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习哲学!

应用哲学!努力去发现)解决现实工作

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

"作者单位!市政府办公室$

!!!!!!

政策与策略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在这对矛盾体里&主要矛盾是政策&次要

矛盾是策略) 政策是目的&是方向&是工

作目标) 而策略是手段&是条件&是工作

方法)像所有其他的矛盾一样&这个矛盾

体里的二者是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理

清了这些关系& 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

有把握)

!!!!!!

我们不要任性无度的侵略式权利& 也不要以牙还牙

的自卫式权利) 因为它们丧失了规则和人道& 于人无益&

于己无益&于社会无益) 为自私所开发'杜撰的所谓权利&

为社会所不容&为大道所不齿) 被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

定为正当的主张或自由才叫做真正的权利) 唯有遵守规

则&尊重他人&权利才能健康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