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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电话

●读者咨询：社保卡
遗失后该怎么办？

答复：社会保障卡遗失
后可先拨打 12333 办理临
时挂失，临时挂失有效时限
为社保卡账户 7天、银行账
户 5天，逾期将自动解挂。
如果找到，自动解挂后就可
正常使用，找不到的话就需
要办理正式挂失。本市人
员如在农商银行进行正式
挂失，则不需要再到人社局
卡管中心补办，制卡后会寄
到办理挂失的农商银行；如
在建行挂失，则需携带身份
证至人社局卡管中心办理
手续，可以代办。其他地方
人员则需要到办理地进行
正式挂失和补办。

●读者咨询：如何办
理退休手续？

答复：携带身份证、社
保卡、养老保险手册，若有
档案托管证，也需要携带，
在生日当月的 11日后到人
社局3楼窗口办理。

●读者咨询：爷爷已
去世，想将爷爷的房产过
户给奶奶，应该如何办理？

答复：此情况需要办理
房屋继承，需有继承权的所
有子女先至公证处公证，可
先携带相关材料至公证处
咨询。公证处地址在云阳
大桥下司法局一楼（人才市
场旁边）。

●读者咨询：暑期工，
签订了合同，约定工作至
10月份，现离职，公司表示
工资中需要扣除违约金，
是否合理？

答复：按照合同执行，
若违约需要支付违约金。

●读者咨询：家里有
位 80 岁高龄的亲戚，长住
在南京，出行不便，在丹阳
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是否可以帮其代办
社保卡？

答复：可以代办，携带
老人的身份证至人社局一
楼窗口，向工作人员说明情
况后办理。

●读者咨询：对城区
道路上公共停车位欠费有
疑问，应该到哪里咨询？

答复：可拨打丹阳智慧
停车客服服务中心电话
0511-86903456具体了解。

●读者咨询：在工作
期间受伤，没有签订合同，
是否可以要求赔偿？

答复：若无劳动合同，
应先去劳动部门申请劳动
关系鉴定，之后再进行工伤
鉴定，按照规定进行赔偿。

●读者咨询：2017 年
上半年申请了失独家庭补
贴，补贴一直是发放至农
商银行存折单中，如何改
为发放至社保卡内？

答复：只可以更改到
农商银行发放的社保卡
中，如果是建行发放的社
保卡，则不可以更改。如
需更改，携带身份证、社
保卡和存折至村（社区）办
理即可。

●读者咨询：公交爱
心卡什么时间段可以办
理？

答复：公交爱心卡办理
时间为周四至周日，上午7:
30~11:30，下午1: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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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读者反映：
◆开发区胡桥双墩马

家村村中主干道上所有路
灯均不亮，而且村中道路
拓宽，主干道7月1日已修
好，但“马家东达超市”门前
的道路仍未恢复，希望相关
部门尽快修复路灯和恢复
道路。

◆122 省道通往丹延
路路段施工改造，已完工多
日，但凤凰郡路口处的道路

上依旧堆积大量渣土，影响
车辆通行，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将渣土清理。

◆华阳综合楼顶楼外
墙的水泥脱落，存在安全隐
患，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安排
工作人员处理。

◆丹金路与庆丰路交
界处的红绿灯附近，道路破
损严重，影响正常通行，希
望相关部门尽快修复道路。

本报 7 月 9 日刊登了《没有
门牌号，马家庄多户居民很苦
恼》一文，反映了马家庄 20 多户
居民家中十几年来因为没有门
牌号，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烦恼，
司徒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了解情
况后，让居民先携带身份证和户
口本至司徒便民服务中心公安
窗口查询原因，再视具体情况进
行办理。近日，居民张大爷高兴
地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困扰他们
多年的门牌号问题终于得到了
解决。随后，记者再次来到马家
庄，在其中一户村民家的外墙上
看到一块写着“马家庄新村170~
193号”的牌子，而且每家每户的
门上也钉上了崭新的号牌。
（记者 陈晓玲 摄）

云天救援婉拒费用 居民送锦旗表感谢
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 通

讯员 李淑君）“我代表华南新
村 15栋居民和商户感谢云天
救援，义务为居民排除安全隐
患。”近日，华南新村社区相关
负责人和居民代表一行 4人，
带着一面写着“为民办事 关怀
备至 为民办事 情深似海”的
锦旗来到云天基地，感谢云天
救援排除了华南新村 15栋楼
顶瓦片掉落隐患。

本报 7月 30日刊登了《楼
顶瓦片掉落 居民提心吊胆》一
文，反映了华南新村 15栋因年
久失修，楼顶经常掉落瓦片，存
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居民希望

有关部门能帮忙处理这一问
题。华南新村社区相关负责人
在了解情况后，耐心地与居民、
商户沟通，决定由社区和商户、
居民共同出资，请云天救援的
专业人员对楼顶瓦片进行逐一
排查，将已经松动的瓦片进行
清除。云天救援在接到“请求”
后，立即派出专业队员赶往现
场。约一小时后，安全隐患得
到排除。

之后，社区相关负责人在
收齐相关费用后，准备将费用
交给云天救援，但让她没想到
的是，云天救援婉拒了。“云天
救援真正为我们社区居民做了

好事，不能让他们总是义务帮
忙，可他们一再婉拒，所以我就
想到做一面锦旗送给他们，以
表达我们社区以及居民的感谢
之意。”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一想法得到了 15栋居民
的支持。

当他们把锦旗送到云天基
地时，云天救援副队长徐凯翔
及队员吴泉、张瑶作为代表接
受了锦旗。“能为居民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也很高
兴。”徐凯翔这样说道。

据了解，共同出资的费用
已经由社区工作人员一一退还
给了居民和商户。

窨井盖破损成“陷阱”市民出行存隐患
接到记者反映后，相关部门当天下午就派工作人员进行了更换

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城
市道路上的窨井盖一旦出现损
毁，就会变成“马路陷阱”。近
日，家住开发区恒大名都小区的
吴大爷致电本报热线电话反映，
称在小区西侧的非机动车道上，
有多个窨井盖破损严重，给周边
居民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希望相
关部门能尽快更换。

吴大爷告诉记者，破损的窨
井盖位于恒大名都小区西大门
向南，至与普善路交界处的一段
非机动车道上。“有两个井盖破
损很严重，整个都碎成了‘渣’，
不仅钢筋全都露了出来，而且已
经开始下陷了。”吴大爷告诉记
者，他每天都会坐 19 路公交车
去儿子家，由于其所住楼栋临近
小区南门，所以他都是从小区南
门出来，经普善路步行到东方路
的公交站台，而那段窨井盖破损
的道路就是必经之路，“有一次
我带着孙子准备去坐公交车，看
到一辆电动车从身后驶来，只顾
着玩玩具的孙子根本没注意，当

时我只想着伸手把他往路边拉，
一个没注意，就踩在了破损、下
陷的窨井盖上，脚不仅崴了，而
且还卡进了钢筋里，由于穿着凉
鞋，脚上被擦破了一大块皮。”

破损的窨井盖让吴大爷吃
了一次“亏”，他想着自己白天都

“中招”了，如果是晚上灯光昏
暗，路过此处的行人说不定会更
容易“中招”，所以他找了一些泥
土和小石块放在破损井盖周边，
希望能给过往的行人提个醒。

“虽然现在由于 357省道南二环
互通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中，
恒大名都西侧的东方路已经封
路，机动车都会绕道滨河路，但
还是有不少行人和非机动车从
此路段通行，而且每天晚上也有
不少附近的居民在此散步，我觉
得有关部门还是应该尽快将破
损井盖更换。”吴大爷说道。

接到电话后，记者随即来到
了恒大名都小区附近。在道路
东侧的非机动车道上，记者仔细
数了一下，非机动车道上有 12
个污水窨井，其中有两个窨井井
盖破损严重，由水泥制成的井盖
被碾压得粉碎，露出了钢筋。在
破损井盖旁，虽然记者没看到吴
大爷做的“警示标志”，但两个破
损井盖四周的道路上确实有很
多小石块。在现场，记者随即将
此情况反映给了开发区城管局
市容科，相关负责人表示，会立
即派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查看。

当天下午，记者接到该负责
人电话，他表示，现场查看后就
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对窨井盖进
行了更换。同时，该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加大巡查和维护的力
度，及时更换破损窨井盖。

记者 陈晓玲 摄

上图为非机动车道上破
损严重的窨井盖。

事件 追踪追踪

左图为破损窨井盖已经
进行了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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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赵普，人们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半部《论语》治天下”，认
为他是书读得少而精明强干的
杰出代表。赵普的确没读过几
天书，《宋史·赵普传》说：“普少
习吏事，寡学术”，意思是他钻研
的是处理事务的技巧，擅营谋、
工心计，不喜欢啃书本、掉书
袋。及至他当了宰相，赵匡胤还
常常劝说他多读点书，于是浪子
回头，“晚年手不释卷”。去世
后，人们惊奇的发现，他在家里
日夜阅读的，只不过是一本薄薄
的《论语》而已。

既然可以把“半部《论语》治
天下”这句话理解为人们对他活
学活用、聪明能干的赞美之词，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朝廷内外讥
笑他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的反对
之声。事实也如此，他无论是在
当时还是后代，其名声都不敢恭
维，他钻营取巧、专横跋扈，同事
们对他很有意见，“普为政颇专，
廷臣多忌之”。清代王夫之在
《宋论》中评价他“阿附朋党，倾
危善类”“密谋行险，戕害天伦”，
说他是个“不仁之人”。这样一
个不讲团结而又品格低劣的人，
怎么还能稳坐钓台、三登相位
呢？怎么还能荣贵一世、高位善
终呢？

赵普进入权力核心，走的不
是科举正道，而是先做幕僚，再
做朝官；先在幕后，再至前台，有
一个“潜伏”到公开的过程。他
先被后周永兴军节度使刘词招
聘为从事，因为参谋得好，刘词
临终向朝廷推荐了他，被宰相范
质安排到当时还是后周殿前都
点检的赵匡胤军前效力，任军事
判官，成了赵匡胤的一名参谋。
参谋参谋，有事则参，无事不
谋。对于有才能者，主人往往与
他有商有量、倚为智囊，对于无
能或还没表现出潜能者，那就只
能做些备马扶鞍、打点家务的小
事了。不过，是金子，总会闪光
的，有能力的人，做小事也能做
出大出息来。当时，周世宗用兵
淮上，赵匡胤攻下了滁州（今安
徽滁州），战乱之际，赵匡胤父亲
赵弘殷却在滁州一病不起，这个
节骨眼上生病，那不是添乱吗？
真让赵匡胤愁眉不展。好在赵
普善解人意，见事做事，侍汤送
药，极尽殷勤，使赵老太爷和他
们一家子都非常感动，赵老太爷
还把赵普当成自己家里人看待，

“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药饵，
宣祖由是待以宗分”。从此，他
融入了赵氏家族，也以良好的印
象进入了赵匡胤的视野。

如果说照顾父亲让赵匡胤
注意到了赵普，那下面这件小
事，就可以说让赵匡胤对赵普刮
目相看了。赵匡胤攻下滁州之
后，抓获了百多名盗贼，准备推
出午门，就地正法，赵普怀疑这
些抓获的盗贼中有无辜者，劝赵
匡胤重新审讯一番，通过审讯，
其中果然有许多无辜者，赵普此
举，挽救了许多活生生的生命，
参谋参到了关键处、点子上。这
事说明他不仅有一定的观察能
力，而且有一定的分析能力，还
能对领导的工作做到查漏补缺、
及时提醒，而这些特点，正是一
个好参谋必备的素质。不久，赵
普就成了赵匡胤的掌书记，即机
要秘书，进入了赵匡胤的核心决
策层。

赵普为赵匡胤立的头功便

是帮助他策划了“陈桥兵变”。
在惊心动魄的“陈桥兵变”中，无
论是开头的契丹南侵、后汉加
入，还是将领们有组织的集中劝
进，乃至后来的“禅让文书”“黄
袍加身”，无一不是精心策划的
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赵普出
主意，想办法，劝说赵匡胤权
衡利弊、下定决心，同时斡旋
上下、鼓动将领，采取了一系
列的举措，风声鹤唳之间，政
变稳妥而相对温和地进行，使
这一夺人江山、改朝换代的惊
天之举，以不损一兵一卒而和
平过渡。能在惊涛骇浪中掌
舵，不能不说，赵普作为一个
地位低下的幕府人员，不但具
有把握全局、运筹帷幄、协调
和平衡各方关系的能力，而且
具有领会领导意图并把领导的
意图转化为坚强行动的执行力
和落实力。

然而，在家天下时代，谋
人钱财已属不义之图，夺人江
山则是不法之举了，更何况人
家周世宗尸骨未寒、孤儿寡母
可怜楚楚，都是需要挑战法律
与良知底线的。这种逆国法、
背纲常、无道德的行为，谁才
是最能够直接面对、悉心商
讨、坚决执行而又让人放心的
对象呢？当然是最可靠的身边
人，可见赵匡胤对赵普的信任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
同时，赵普在上下疏通之际，
当然还要时而唱白脸，时而唱
红脸，时而威逼，时而利诱，
动之以情，晓之以利。总之，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赵氏家
族，赵普几乎对任何人都是六
亲不认、不择手段的。这说
明，从一开始，赵普选择的就
不是一条“贤臣”之路，因为
贤臣需要以学问、胸怀、道德
为基础，以忠于皇族、服务百
姓为依归的，而这些恰恰是赵
普的性格弱点。赵普既然无法
走上光明正大的路子，那就只
有走阴谋诡计、钻营取巧之
途，他要发挥其擅营谋、工心
计的特长，像“蛔虫”一样，
钻进领导的阴谋，钻进阴谋的
核心，成为阴谋不可或缺的智
囊、帮凶，于翻江倒海、惊心
动魄处显神算、建奇功，来实
现一步登天的目标。

赵匡胤的事业成功了，披
上了龙袍，坐上了龙椅，创下
了大宋基业。不过，龙椅是坐
上去了，但这把椅子是不是牢
靠，那就要看他的阴谋是不是
做到了万无一失。“陈桥兵变”
后，赵普替赵匡胤思考的是如
何使他坐稳这把龙椅的问题
了。因此，赵普又一次为赵匡
胤精心策划了一出“杯酒释兵
权”的好戏，实现了“释兵
权”、消隐患、稳皇位的目的。
在这出戏里，赵匡胤是主角，
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宿
将是配角，而老谋深算的赵普
脸都没露一下，过程与结果却
全在他的头脑与手掌之中，他
是导演。

赵普的命运是与赵匡胤的
阴谋共沉浮的，因为他是赵氏
夺人江山阴谋的直接策划者、
参与者与落实者，他是赵匡胤
肚里的“蛔虫”，他懂得赵匡胤
的构想与企图，了解他内心深
处的潜意识与阴暗面。赵氏之
所以能够夺取江山，是其武

功、魄力、运气与赵普智慧强
强联合的结果，没有赵普，赵
匡胤的文韬武略，或许会以另外
一形式出现，其结局是另外一番
景象也未可知。

像赵普这样的奇才，在主子
心里常常只会有两种状态，一种
在功业完成之后，一方面担心对
方抖自己的老底，另一方面担心
对方功高盖主，于是鸟尽弓藏，
兔死狗烹；一种当成创业与守成
的核心智囊，万事依赖，信任有
加。赵匡胤是一个善于规避风
险、尊重人才的枭雄，他一般不
会以流血的方式收拾功臣，以免
授人以柄，节外生枝；赵普虽然
阴险毒辣，但“无毒不丈夫”，成
大事者就要关键时刻狠得下心、
下得了手，赵普的一贯表现也证
明了这一点有奇效。何况，无论
现在抑或今后，自己还得多多倚
仗他，唯一的要求是赵普无条件
地忠于自己，而这一点赵匡胤有
绝对把握，他对赵普是放心的。

如果说赵普策划的“陈桥兵
变”让赵匡胤夺取了天下，那么

“杯酒释兵权”就让赵匡胤坐稳
了江山。因此，赵普的目标不久
也实现了，四年左右的时间，他
就由一个小小的掌书记，先提拔
为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
后提拔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实
现了他先幕僚再朝官、先家奴再
大臣、先幕后再前台的飞升，成
了地位显赫的宰相。但是，作为
百官之首的宰相，赵普有些事也
确实做得有点离谱。比如，皇帝
最怕部下专权结党，但赵普推荐
的干部，皇帝如果不用，他便一
奏二奏三奏，连续上书，“尝奏荐
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
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
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
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
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
太祖乃悟，卒用其人”，皇帝哪里
是“悟”，他是对赵普这种自私而
又任性的行为无可奈何，服了你
了。比如，皇帝忌讳部下与外国
有私交，赵普却偏偏收了人家吴
越王钱俶十瓶“瓜子金”，又恰好
被赵匡胤撞见，你说有多难堪；
比如，皇帝担心大臣架空皇权，
规定宰辅大臣之间不得通婚，赵
普却与枢密使李崇矩结成儿女
亲家；比如，国家禁止私贩木材、
私购土地，他却私买木材修建豪
宅，私购土地扩充房产，明知故
犯。其他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
事更是不胜枚举。

开国之际，正是整肃政治、
打击奸佞、澄清天下、塑造清明
政府形象的关键时期，他赵普无
视朝廷威严，无视领导干部形
象，无视时代潮流，置皇规国法
于不顾，简直倒行逆施，罪大恶
极。如果数罪并罚，削官籍没、
发配流放是起码的，就是杀头索
命也不为过。然而，赵普是谁？
他是赵氏王朝得以建立的功臣，
是赵匡胤肚里的“蛔虫”、阴谋设
计师啊。何况，对于赵匡胤来
说，赵普是与自己“一起扛过枪、
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的“战
友”，是认过宗族的“打虎亲兄
弟”，是一条藤上的蚱蜢，唇齿相
依，赵普没了，赵匡胤遇大事同
谁商量去呀？有他这胆量的，就
没他这计谋；有他这计谋的，就
没他这老辣；有他这老辣的，就
没他这果敢；有他这果敢的，就
没他这周密；有他这周密的，就

没他这运气。所以，他违反禁
令、中饱私囊，皇帝往往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他结交钱王，私通
外国，皇帝只是酸不溜秋地嘟噜
两句：“他（吴越王）还以为国家
大事都是由你们这些书生决定
的”；他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皇
帝也顶多只是设个副宰相分点
权或稍稍降职而已。赵普心里
有底，只要不谋反，其他可以随
心所欲，皇帝既不会抄自己的老
底，也不会取自己性命，这与感
情无关，利益使然。

赵普一系列肆无忌惮违纪
的结果是，皇帝安排他当河阳节
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职务
稍降，但还是享受宰相级待遇。
相对于他犯的事来说，这简直不
算什么处罚，等同于拍拍肩膀提
醒一下。不过，赵匡胤走得早，
不久就带着他的阴谋驾鹤西去
了，由弟弟赵光义继位。赵普与
赵光义虽然都曾经是赵匡胤阴
谋的参与者与执行者，但对于
赵光义来说，赵普与兄长手下
众多身边人和大臣一样，平时
只是同事关系，至于父亲和兄
长认下的那层宗族关系，也是
此一时彼一时也。所以，赵光
义当了皇帝后，并没把赵普当
回事，只是把他调回京城，先
任太子少保、后任太子太保，
一个稍有资历的人就能干的闲
职罢了。赵普沐浴新朝，却丝毫
也感受不到新朝气象，备受冷
落，郁郁寡欢。

赵普是不甘于坐冷板凳的，
对于他来说，缺少的不是皇帝的
信赖，而是一个“阴谋”，只要皇
帝有“阴谋”，他就是靶场上的老
黄忠，百发百中。前面说了，赵
普曾经被赵老太爷当做自家人，
还有一件小事没交代的是，赵氏
兄弟已故的母亲昭宪杜太后也
曾经把赵普当成自己人，特别是
赵老太爷去世后，凡家里的大事
都必请赵普商议。临终前，她把
儿子和赵普叫到跟前交代遗言，
自己说，赵普记录并见证，确定
了一个皇位继承的顺序：赵匡胤
死后赵光义接任，赵光义死后赵
廷美接任，再由赵廷美传位给赵
匡胤的儿子赵德昭或赵德芳。
赵普书写好后，杜太后安排“藏
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这就
是正史、野史上均有记载的“金
匮之盟”。

皇帝大都是有心病的。赵
光义的心病是什么呢？就是这
个“金匮之盟”。因为这个盟约
规定他不能把皇位传给自己的
亲生儿子，这是多么揪心的事
啊。要治好心病，就得篡改盟
约，让历史绕过预定的路线图前
进。要篡改盟约，就得搬开自己
的弟弟和赵匡胤的儿子们，于是
就有了“阴谋”。赵氏兄弟唯一
相同的地方，就是一有阴谋就会
立马想到同一个人——赵普。
对于赵光义来说，想到赵普不仅
因为赵普是“金匮之盟”的参与
者，“解铃还需系铃人”使然，而
且因为赵普是一个顶尖的阴谋
家，没有他摆不平的勾当。于
是，赵普被赵光义重新启用为宰
相。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赵
光义与赵普君臣合谋，把赵廷美
贬到了洛阳，接着贬到涪陵，使
他困于偏远之地，即使有想法也
没办法，最后郁郁而终。为什么
说君臣合谋呢？试想，一个有

“金匮之盟”确保自己能登上皇
位的赵廷美，真会如《宋史·赵普
传》中所说“柴禹锡、赵镕等告秦
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
这怎么看怎么像贼喊捉贼。如
同摆放在皇宫里一把椅子，我明
知过不了几天就是我的，我还会
去偷、去抢吗？正如《续资治通
鉴·考异》所说：“廷美之阴谋，事
无佐证，特以地处危疑，为众人
所瞩目，太宗已怀猜忌，普复从
而媒孽之，故祸不旋踵耳。”赵廷
美成了阴谋的牺牲品，至于“德
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不
过是阴谋的一个前奏罢了。赵
普深深懂得，只要有阴谋，就会
有他的市场，就会有他的锦绣前
程。随着“金匮之盟”关键人物
逐渐离开历史和政治舞台，赵光
义对他更加信任，更加倚重，无
以复加。

纵观赵普一生，有生之年，
三登相位，死后谥“忠献”，先追
封“真定王”，后追封“韩王”，还

“配飨太庙”，实现了一个做臣子
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耀与待遇，可
谓人臣之极。赵普的成功，关键
在于道路的选择，他选择的是一
条与极权合谋的通幽曲径，利用
阴谋，把自己与极权捆绑成一
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要么大
富大贵，要么遗臭万年。这就像
攀登高峰，越是险峻处，越容易
坠落深渊，也越容易冲刺峰顶，
越容易夺取成功。（晏建怀）

人物简介

赵普(922-992年)，字则平，
幽州蓟人，后徙居洛阳，北宋著
名政治家。

显德七年(960 年)正月，与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以黄袍
加于赵匡胤之身，推翻后周，
建立宋朝。乾德二年(964 年)，
任宰相，协助太祖筹划削夺藩
镇，罢禁军宿将兵权，实行更
戍法，改革官制，制定守边防
辽等许多重大措施。992年七月
因病辞世，追封真定王，赐谥

“忠献”，亲撰并书写八分字神
道碑赐之。咸平元年(998 年)，
追封普为韩王。次年，又诏普
配飨太祖庙。

赵普虽读书少，但喜 《论
语》，有“半部 《论语》 治天
下”之说。对后世很有影响，
成为以儒学治国的名言。

“不仁之人”赵普的成功之道：

帮赵匡胤披上龙袍坐稳龙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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