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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 审议并一致同意了关于改

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 其中包括!$不张贴悬挂标语

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

地毯 !不摆放花草 %!对出席会议和

活动的报道 $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

量&字数&时长%!$减少交通管制!一

般情况下不得封路 & 不清场闭馆 %

等!这些规定具体&明确&细密!令人

期待#

不必要的会议少了& 交通管制

减少了!城市的道路就会更通畅'领

导在媒体上出现的 $数量 &字数 &时

长%被压缩了!更多的民生新闻就能

获得关注#可以说!每一条规定的落

实!都将会转换成民众利益的提升#

这八项规定虽然是明确针对

$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 但
!"

月
$

日的政治局会议也强调! 各级党政

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改进工作作

风!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贯彻落实办法# 有了中央的带

头垂范!地方更应快步跟上#

实际上!干部作风问题!在一些

地方屡屡被民众诟病# 不久前!一个

县级市的市委书记去外地参加完会

议! 就有人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

式# 至于接待上级领导长达数十辆

轿车的车队!主要领导到县界&市界

甚至省界迎送的场面!亦不鲜见# 而

每每不期而至的交通管制! 更是给

人带来很大困扰!民众啧有烦言#

还有会风 &文风的空话 &套话 !

也让人生厌# 这些天来!从习近平总

书记在媒体见面会上的务实发言 !

到李克强副总理& 中纪委书记王岐

山纷纷打断相关人员念稿发言 !均

令人耳目一新! 透露出一种清新的

会风&文风!而社会对此表现出来的

热忱!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意的

殷殷期待#

政治本来就是治理众人之事 !

而理想的治理愿景的实现! 往往并

不需要诸多繁文缛节&夸张铺陈!只

要真正做到了从实际出发! 从民众

出发! 从公共利益出发! 而不是虚

空&飘浮!热衷于搞一些形式上的花

花哨哨! 就会赢得民众的信赖# 可

见!工作作风的改进!也不仅仅意味

着形式上的变化! 根本还在于执政

理念的刷新#

$八项规定 %为各地 &各部门改

进工作作风提供了一个范本# 以此

为基点!还有两项急务!一是对基层

也制订更为具体&有针对性&可操作

的改进作风细则!以为官箴&以为铭

石'再就是严格的&不折不扣的贯彻

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提出

了严厉的考核要求! 不仅各地每年

要对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也要定期督

促检查# 改作风!绝不能只是说说而

已#

当然! 让改变工作作风取得实

效!既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督!也需

要通过媒体&网络等多个平台!让民

众监督发威&发力#

期待各地各部门循着 $八项规

定 %所确定的路径 !通过上下互动 !

和那些官话& 套话以及诸多不良的

工作风气!彻底说再见#

!转载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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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吴川市人民医院日前挂出

大条幅! 庆祝该院住院病人突破
$

万人次 # 此事引来众多网友的讨

论!绝大多数的网友对医院的行为

表示不满# 目前!该条幅已经被撤

下! 剩下其余
)

条大条幅内容分别

为$祝贺我院腹腔镜手术病例今年

成功突破二百例%等#

这样的条幅让患者看了会感觉

不爽!但却道出了医院以赢利为目

的的实质# 在医疗服务市场化的当

下! 很多医院都以病人的多少&收

入的高低作为评价标准#

在网友的一片反对声中! 当事

医院很快就把条幅撤了下来# 但一

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医院挂在楼

上的条幅虽然撤下来了!但心里的

条幅却不容易撤下来# 只要现行的

医疗制度不改!就会一直这样# 我

们没有必要对这家医院过分谴责!

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整个医疗制度#

医疗机构的首要责任不应是赚

钱赢利!而是治病救人# 如果医院

脱离了公益属性!医院的收入来源

部分甚至完全来自于患者!那么医

院就总会希望病人数量越来越多#

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之下!对住院病

人大幅增加表示祝贺其实是一句

心里话!只不过其他的医院没有大

声说出来而已#

让医院把楼上的条幅撤下来容

易!但想让它们把心里的条幅也撤

下来!却难# 只有让医院重新回归

公益 ! 这样雷人的条幅才不会出

现!老百姓看病贵 &看病难的问题

才能真正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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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子长县秀延小学一名六

年级男生因未完成作业! 被女教师

强行抱上课桌!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脱掉裤子# 日前!该县宣传部门通报

称! 当事女教师郭某已被教育部门

停薪停职#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老师强行

脱掉学生的裤子# 这是一种无情的

惩罚! 但更是一种让人无地自容的

羞辱# 这种惩戒比抽教鞭更$恶毒%#

抽教鞭伤的是肉体!一时之痛'脱裤

子却深深地撕裂着学生的人格和尊

严#

学生未按时完成作业! 肯定有

其原因! 或贪玩或不会做或作业量

大等# 对此!教师首先应该做的是查

清事情原委 !然后对 $症 %施治 &因

$材%施教!要让学生在教师情真意

切的教育中& 在人性化的沟通中受

到感动&激励和启发!这才是完整意

义上的教育# 脱裤子虽解了教师一

时之气! 然由此带给学生心灵上的

伤害!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十几岁的学生! 身心正处于成

长发育阶段! 已经有了强烈的自尊

意识! 对自己的隐私部位也有了基

本的保护意识# 教师简单粗暴地当

众强脱裤子! 让其下身一丝不挂地

赤裸于同学面前! 无论教师的出发

点怎样! 都严重地侮辱了学生的人

格!应当受到谴责和诟病# 教育!应

该远离暴力和羞辱#

另外!教师的极端行为!也暴露

出了其师德和师爱的缺失# 对教师

来说!全部的教学过程!其实就是一

种爱的付出&熏陶和孕育的过程# 这

种爱!既有母爱的慈祥!也有父爱的

严厉!而绝非冷酷的惩罚# 冷漠无情

地脱裤子!羞辱的不止是学生!还有

教师本人#

羞辱! 教育不出人格完整的学

生'羞辱!也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相反!无端的羞辱!只能戕害学生的

心灵!损害教育的形象# 因而!我们

该对 $羞辱式教育 %坚决地说 $不 %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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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入冬! 异地高考改革却传

来了春天的消息# 山东异地高考方

案细则 $本周内有望正式向社会公

布%#

"%!$

年开始!$有山东省完整三

年高中阶段学习经历且具有山东省

高中阶段学籍% 的学生可以就地高

考#

教育部规定 $年底前出台有关

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随着大

限将近! 相信很多省份也会陆续跟

进# 异地高考改革终于千呼万唤始

出来! 不过这刚刚是百米跨栏的开

始# 山东省跑得快不代表中国队跑

得快# 众所周知!山东是高考大省!

好汉云集! 多有高考移民去抢他人

饭碗!极少有人到山东$抢饭碗%#

至于北京就不那么轻松了# 这

两天有越来越多的非京籍学生通过

了北京市
"%!)

年高考的网上报名#

不过官方称! 非北京户籍的高三学

生仍需回原籍参加考试# 打个不太

恰当的比喻! 山东等省充当的是异

地高考改革的过河小卒! 中军帐的

主力部队依然兵马未动# 早有学者

指出!京沪穗不出马!异地高考改革

有名无实#

京沪穗的谨慎并非全无道理 #

近来网上流行一个词(((异闹# 和

$医闹%相似!$异闹%讽刺的是异地

高考闹访者# 以至于
!(

岁的非沪籍

女生在微博上为争取异地高考权

利!与沪籍人士$约辩%!如此可爱的

女生被冠上了$蝗虫%的恶名# $异

闹 %和 $蝗虫 %的背后 !是彼此的刻

薄&厌恶甚至是愤恨# 我想!这也是

京沪穗出手迟疑的重要原因#

京沪穗当下的困境在于!在$移

民%和$土著%之间如何寻找平衡# 不

过在任何一项政策实施之前! 我们

首先要分清什么是权利! 什么又是

特权# 教育公平是每个国民的权利!

不能以任何理由戕害! 这也是异地

高考改革的初衷# 为城市建设付出

了血汗的移民子女自然有上学和高

考的权利# 但是也不排除个别 $异

闹%的理想不是争公平!而是争着在

分数洼地$套利%# 这背后其实也是

一种$抢椅子%心态!他们真正迷恋

的是$超国民待遇%# 对于教育部门

而言!对权利当支持!而消弭特权才

是改革的根本目的# 如果我们的政

策被表象所左右! 单纯的满足于多

给个别人几把椅子! 而不是逐渐稀

释户口红利! 那么这只能导致教育

不公的扩大#

当务之急! 如异地高考改革的

推动者张千帆教授所说!$谩骂&攻

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大家摆明

自己的主张! 互相讨论才能解决问

题# % $移民%要求公平!$土著%要求

务实# 如何通过对话$下和棋%是给

各方出的第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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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式过马路%!有媒体

发表评论称! 纽约人集体闯红灯现

象也非常普遍# 评论称!$美国式过

马路%还不如中国式!美国行人我行

我素!连和他人$凑一起%的意识也

没有' 热议闯红灯若能够提高国人

交通意识!无疑是好事'但没必要什

么都与素质联系在一起#

$中国式过马路%!即不看红绿

灯!凑一撮人就行的景象!经有心人

总结后!引起网民吐槽!不少人斥责

这是素质不高的表现# 专家和媒体

也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 希望一探

其中的缘由#

出现$中国式过马路%!原因或

许很复杂!路权分配&红绿灯设置&

行人的$随大流%等!都难辞其咎#但

纵观舆论的反应!多数还很$内省%!

对行人的交通法规意识& 道德素质

多有批评!认为这是最大的原因#

当然也有媒体和网民把视角转

向国外!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希望

从国外取取经!学习别人好榜样#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己做得不好!主

动去研究和学习人家好的做法!这

是自省!能促人进步#如果能找到国

外如果引导行人文明过马路! 并探

究原因!从中找出经验!反哺国内!

相信对有关部门在整治中国式过马

路上会有所帮助! 对公众也是个教

育和警醒#

但搬出$美国式过马路%!找的

似乎不是好榜样!而是坏典型#报道

称$)美国式过马路*全然不顾车辆

和其他行人!自己直接开步走!连和

他人)凑一起*的意识也没有+%这属

实与否! 有待核实' 但即便真的如

此!这种$比烂%心理也不可取+

在特定的语境下! 只要是过马

路不守交规!随意闯红灯!都不是什

么好事!理应引起反思+可在一些人

看来!破坏规则还有 $好坏 %之分 !

$中国式过马路%性质较轻!所以无

需担忧+

这种对比!有些荒诞+简单的对

照!不能混淆起码的价值共识+闯红

灯是违规! 对于许多人不守秩序的

行为!我们固然不应妄自菲薄!但也

绝不该拿别人的短板来丈量自身!

还五十步笑百步!来自我安慰一下+

取长补短!方有进步+如果明知

自己的不足!不是积极去改进!而是

用 $比下有余% 的心态找更差的对

比!只会陷入认知偏差中!失去了价

值准绳+ 也许把闯红灯贴上 $中国

式%标签!显得有失偏颇(((毕竟!

走路不看指示灯! 不是国人的 $专

利%'也许闯红灯并非每个人的出行

选择,,但是!回归常识!摆正价值

天平却是需要厘清的命题! 对闯红

灯的$陋习%定性是难以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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