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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拉手共建卫生城市，心连心打造文明淮安

市发改委

打造高效课堂
创新教学模式，
—车桥镇初级中学“循环—差异”课改巡礼
——
本报记者 郇玉乔 通讯员 曹长龙 杨文秀

地位，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
学生 家 长 魏 先 生 告 诉 记 者 ，
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 “我家小孩以前学习效率很差，我
积极性，让学生做到主动学、乐学
们家长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自
和会学。
从来车桥镇初级中学就读后，在老
该校在课堂活动中积极营造
师们的教育下，小孩身上发生了很
爱思考了。以前
民主、平等、融洽、和谐、活跃的氛
大的变化，
爱学习、
围，让学生获得知识，提升能力，形
磨磨蹭蹭要我们家长催变成了主
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
动学习，有时碰到不会的问题还主
探索实践新教学模式
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提升学生学习
问同学，作为家
“我要学” 的能力，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教 动打电话问老师、
变“要我学”
为
长我感到很欣慰。”
师在课堂活动中，既是活动的指导
2010 年，车桥镇初级中学为全
“循环—差
者，
也是活动的参与者。
教改成绩显著
面落实楚教发〔2010〕15 号《关于在
异”教学模式中师生双方互相尊
荣誉与实效交相辉映
全区中小学开展精细化管理推进
重、信任、理解和合作，促进课堂活
活动的意见》、楚教发〔2010〕18 号
动有效开展，达成课堂活动效益的
《创建“高效课堂”活动实施方案》
近年来，车桥镇初级中学“循
最大化。
文件精神，提高学生自主合作探究
环—差异”教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
“自 2010 年 3 月开始，针对农
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自主学习的
绩，
在省、
市、
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村初中的学生和师资现状，本着
主人，在区教研室科学指导及大力
2012 年，
该校
“循环—差异”教学模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办学理念，学
扶持下，结合校情以及学生身心发
式被市教育局评为“十大教学模
校致力于有效课堂模式的探索与
展、认知规律，就“循环—差异”教
式”并向全市初中学校推广。省教
课堂
应用。所构建的
‘循环—差异’
学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研室、省电教馆、省教科院的领导
教学模式以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
该校通过广泛阅读中外教学
专家专程来校考察指导，省内外
能力培养为导向，变学生被动接受
理论书籍，认真领会课程改革的各
100 余家教研机构和学校来校进行
为主动参与，构建起开放的、充满
类文件，研究借鉴近年来各省、市
考察学习。
活力的生命课堂，教改实践让学校
课堂探索的典型经验，分析本地学
为进一步推进“循环—差异”
的社会满意度、家长信任度和学生
校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广
教学模式向纵深发展，
2014 年，省
认可度不断攀升。”车桥镇初级中
泛开展学科间交流研讨活动，创造
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
学校长陈枫告诉记者。
性地提出了“明确目标、基础学习、
所长王一军，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自从‘循环—差异’课改进校
合作交流、析疑解难、达标检测、课
改革专家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课
园后，课内外都发生了变化，每一
外学习”六环节课堂结构，编写包
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
节课大家都能明白自己的任务，知
括“目标定向、个体学 习、同 伴 互
学博士生导师崔允漷教授等先后
道自己要学什么、应该如何去学。”
导、教师解难、练习检 测、补 充 学
来校，对“循环—差异”教学模式进
八（2）班时海青同学告诉记者，
“以
习”六个相同环节的学案，将一节
一步论证和指导。目前，这一教学
前总是分神、打瞌睡的同学变得踊
课整体学习任务分为个体学习、同
模式已经成为华东师范大学课程
跃了，积极地和学习小组成员讨论
伴互导、教师解难等环节，遵从学
与教学研究所课程改革研究系列
知识点，以前不爱讲话的同学也更
生的学习规律，突出了学生的主体
课题之一，相关成果《基于标准的
活泼了。”
车桥镇初级中学自建校以来，
一直秉承以人为本的治校理念，以
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抓手，以促
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为目标，锐意
改革，勇于创新，大力实施素质教
育，
全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循环—差异教学指南》收入相关研
究丛书。区教育局也将“循环—差
异”教学模式在全区初中学校推
广。
“循环—差异”教学模式实施
以来，该校教育教学效益得到了极
大提升，先后获得“淮安区高效课
堂创建先进单位”
“ 淮安区特色项
目建设先进学校”
“ 淮安市文明校
园”
“ 淮安市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教
学先进单位”
“ 淮安市师德建设示
范学校”
“江苏省平安校园”等多项
荣誉，连续多年荣获区初中教学质
量奖。2014 年，
学校被教育部、人社
部联合表彰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2018 年，
集体”
学校作为全市唯一
一所农村初中学校荣获淮安市初
中教育教学先进单位光荣称号。多
名教师被表彰为省、市、区优秀教
师、优秀班主任、新长征突击手、五
市、区各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省、
类优课竞赛中，该校教师获得一、
二等奖达 50 多人次。有近 40 人次
获得国家、省、市、区级优秀教育教
学论文等级奖。10 余名教师被评聘
为市、区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其
中 4 名教师为江苏省名师课堂提
供观摩现场。
“循环—差异”高效课堂的构
“ 车桥镇初级
建之路任重而道远，
中学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课堂改
革保障机制，狠抓集体备课，重视
专业引领，加强同行交流，注重总
结、勤于反思，打造出更具活力的
高效课堂。”陈枫说。

赴我区开展专项督查
本报讯 11 月 5 日，市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李春林带队赴我区开展
2018 年全市未开工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项目和减煤工作专项督查。
李春林一行重点督查我区列入
全市 220 个重大项目中未开工重大
项目原因、项目开工计划安排，今年
以来两次集中开工项目建设情况，集
中开工项目中是否有实质性未开工
项目建设存在
的项目以及主要原因，
问题和需提请市级层面协调解决问
题，
减煤工作开展情况等方面内容。
2018 年，我区 25 个项目列入市
重大项目，总投资 461.7 亿元，年度
计划投 资 199.37 亿元，1-9 月 完成
投资 152.95 亿元。我区今年共有 16
参加第一次
个项目参加市集中开工，
市集中开工项目 6 个，总投资 7.98

截至 9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6.6 亿元，
月底已完成投资 5.018 亿元，投资完
成率为 76%。其中，渔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已竣工验收，
其余项目进展良
好。第二次集中开工项目 10 个，
总投
资 36.3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4.28
亿元，截至 9 月底已完成投资 3.53
亿元，
投资完成率为 24.7%。
李春林充分肯定我区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和减煤工作的理念、举措和
成效，
要求我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意
识，坚持“招商为要、项目为王、产业
为基”
不动摇、
不松懈，推动重大项目
投入大突破，坚持立足全局谋划项
目，
培育形成源源不断的新经济增长
点。针对我区提出的问题，李春林表
示，
涉及市发展改革委的将全力支持
解决。
渊杨 璟冤

渠北片引进燃气项目
助力节能减排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区规划部门
获悉，为推进天然气合理利用，我区
加强天然气综合
积极开发外部气源，
利用设施建设，
引进中油中泰（淮安）
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渠北 3 镇
燃气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约 6000 万元，项
目建设内容包括规模约 7000Nm3/h
的 LNG 气化站、镇级中压燃气管道

约 35 公里和镇区中压管网约 24 公
顺河镇、苏
里，通过管道供应钦工镇、
嘴镇燃气。
该项目建成后，
将与其他已建成
的天然气利用设施形成联动，助推我
区
“减煤”工作及能源结构优化，对于
减少环境污染，改善投资环境，促进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
渊王晓冲冤

复兴镇

扎实推进秋季秸秆“两禁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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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说情打招呼”再也没市场
《后汉书·杨震传》载：东汉杨震为东莱太
以十金奉
守，
途经昌邑，
县令王密求见。至晚，
杨曰：
“ 暮夜无知者。”杨曰：
“ 天知，地知，我
遂拒而不受。
知，
子知。何谓无知者？”
杨震能做到暮夜却金，是一种内在自觉，
源于其心底无私，内心光明。内心光明，就能
一身正气，知耻知止，任何时候，都能把守法
度、懂规矩、洁身自好当作自觉行动，而不是
外力施予的强制约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有全国闻名的“最
破县委大院”书记边飞，办公楼 50 年不曾翻
修，自己却贪腐过亿被查处；有“不让同事吃
面条”的褚来福，背后却受贿八百五十余万
元；还有“内鬼”杜言，一边履行反腐职权，一
李
边利用职务便利贪赃枉法，受贿逾一亿五千
海
泉
万元。
分析这些腐败分子的沉沦之路不难发
现，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缺乏这种由心而生的
内在自觉。明明知道违规逾纪、贪赃枉法是玩
火自焚、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却仍然经不起诱
惑，挡不住利欲，不顾前车之鉴，飞蛾扑火般
铤而走险。表面看似是私欲膨胀、欲壑难填、
枉顾法纪，实质则是内心阴暗、灵魂不干净的
具体表现。
“心者，君主之官
《素问·灵兰秘典论》说：
也，神明出焉。”意思是说人的一切精神、意
识、思维、情志等心理活动皆由心主，人类一
切复杂的精神活动都是在“心神”的主导下完
成，其心坚固，邪弗能容；其心羸弱，诸邪皆
犯。一个人内心阴暗、
灵魂不干净了，其精神、
意识、思维、情志等皆会异于常理，与正常行
为背道而驰；一个人如果内心缺乏光明，灵魂
“外邪”的自觉；势必成为权
势必阴暗、
肮脏，
内心势必缺乏抵御
名与利，
权与钱，
欲与色，诱惑
欲、
物欲、
色欲的俘虏；
人之一生，
无处不在，
无时不炙考着灵魂。心乃欲望之源，
一切贪腐之念皆
行必为范。只有内心
由心起。心有所向，身必所行；
心有所守，
行动上才能一身正气，工
“光明”
无暗处，
思想上才能一尘不染，
作中才不会缩手缩脚、生活中才不会被膨胀的欲望蒙蔽心智；
行为规范。内心缺乏光明，
便少
才能有
“暮夜却金”
的内在自觉、
了抵御“外邪”的内在动力、内在自觉，失却约束的心便会信马
即或青天白日，
也会揽金
由缰。如是，
休道暮夜星辰、
天知地知，
攫银、
铤而走险。
“暮夜却金”
是内心光明的一种自觉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多
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
次强调，党员干部要清清白白做人、
官。是故，
作为党员干部，都必须具备
“暮夜却金”
的内在自觉，
涵养
“遵纪守法”
“清正
点亮心灯，
涵养“暮夜却金”
的高贵品德；
，时常
廉洁”的内在自觉，并将其作为生活常态、人生的“底牌”
，常思贪欲之
打扫思想上的尘埃，时刻绷紧纪律这根“主神经”
害，
常补精神之钙，
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模范
手握戒尺，坚守底线、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政纪律，
干干净净做事、
慎独慎微、
洁身自好，
磊落坦荡，清清白白做人、
坦坦荡荡为官。

为
政
当
有
蹝
暮
夜
却
金
蹞
的
自
觉

覃文权

“说说情”
，对
向纪检干部“瞎打听”
“打
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情况“关心一下”
个招呼”
，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日前，
湖南
常德市纪委监委建立了纪检监察机关工
作人员书面报告“打听案情、过问案件、
说情干预办案情况”制度，相关情况每两
个月向市委常委会汇报一次。这意味着，
向纪检干部“说情打招呼”
，将被记录在
案了。
说情打招呼，根源在于人情关系社
，在我们
会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基因”
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不过，当“说情
打招呼”一旦用来为党员干部谋私利，越
过了党纪国法的红线，就超出了“人情
味”的范围，这必将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
“人情”做没了。
律的严惩，
最终只会把

，其实
对于官场上的“说情打招呼”
早就有法律制度“立规矩”。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党员
领导干部不得向有关地方或者部门打招
呼、说情，或者以其他方式对司法活动、
“说情打
执纪执法活动施加影响。但是，
招呼”问题屡禁不止，仍然有市场，除了
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人情文化之
外，很大原因，是因为有些人钻了制度空
，令管理部门防不
子，打了法律“擦边球”
胜防。
现实中，一项制度不可能十全十美，
即便在出台前已构想并制定了相应的预
防措施，但在具体实践当中依然会不可
避免地存在一些漏洞，这也就是制度需
从这角度
要不断完善的原因所在。因此，

上说，湖南常德市纪委监委建立的纪检
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书面报告“打听案情、
过问案件、说情干预办案情况”制度，白
纸黑字记录在案，就是为纪律法规“打补
丁”
，以他律刚性的形式，把制度的笼子
越扎越紧，不断挤压“说情打招呼”的市
场空间。
风正，则百官皆守，风不正，则百弊
俱生。“说情打招呼”是一种典型的不正
之风，不仅干扰了正常办案秩序，也容易
留下了腐败隐患，更为关键的是折损了
“关
办案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那些打着
心一下”
“打个招呼”幌子的，不是自己手
脚不干净心虚，就是滥用权力、以权谋
私，相关部门不妨以此“顺藤摸瓜”深入
调查，查一查他们是否有违纪违法行为。

廉政公益广告漫画

纵观许多贪污腐败的案例，很多都是首
先从思想“滑坡”开始的，让权力寻租、权
钱交易有了可乘之机，进而一发不可收
拾，一步步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说情
打招呼”就是从思想上松口子的表现，不
得不引起高度警惕，毕竟这样的教训不
可谓不深刻。
要狠刹“说情打招呼”之风，让其彻
底失去市场，在不断细化对策措施，扎牢
制度的笼子的同时，还要真正把各项规
，
章制度落到实处，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强化监督和执纪问责，让广大党员干部
不敢、不能、不想“说情打招呼”，形成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目前，
不少政府部门开通
官方微博微信账号，政务官微
成为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然
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基层
政务官微信息发布内容随意，
“怼网友”
“神回复”等现象时
有发生，
不仅没有起到信息公
开、为民解难的作用，反而损
害政府公信。有些部门在官微
运营时
“当甩手掌柜”，监管缺
位。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 +
“ 两微一
政务”的迅猛发展，
端”
成为政府部门发布权威信
息、与民众沟通、问
政于民的重要渠
道。据相关调查显
示，一些地方政务
官微的开通层级已
经至街道、村一级。
官微覆盖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受众
面大等特点，使其
逐渐成为新时期展
现政府形象的新
“窗口”
，联系群众
的新
“桥梁”。
然而，随着官
微，尤其是基层政
务官微的迅速增
多，一些问题也随
之而来。部分基层
政务官微存在发布
内容随意、互动回
复随心所欲的现
有的官微
象。诸如，
追星娱乐，在内容
设置上几乎全是转
自娱乐圈的一些资
讯，没有与当地政
府工作直接相关的
内容；有的官微在
公共平台推销商
品，事后却称“工作
；
没有交接好，导致官微被盗”
，
还有的官微怼网友“闹情绪”
出现了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
哑巴”
“ 我仿佛听见了一群蚊
子在嗡嗡嗡”的“牛气”回复；
更有不少基层部门的官微处
“睡眠”状态，
于“有问不答”
的
对于网友的投诉、咨询等，几
乎从不回复。
官微如此“任性”，不仅有
悖于
“用指尖上的政务更好服
务百姓”的目标，也引起了广
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了政
府的形象，
降低了政府的公信

官
微
需
蹝
人
性
蹞
莫
蹝
任
性
蹞

一方面与官微
力。究其原因，
管理机制不健全，在运营管理
上存在漏洞有关；另一方面也
反映出运营维护者重视度不
够、责任心不强，对内容把关
不严，
甚至有的部门将官微外
包，
当起了
“甩手掌柜”
。
官微是一种基于互联网
技术的媒介产品，其在表现形
式、
语言风格等方面与传统媒
体有所不同，
必然会带有网络
传播的形式活泼、语言生动等
一些特点，
以便更好地适应网
民需求，赢得网民的认可，但
这并不意味着官微
可以“任性”
。官微
的官方属性和主流
媒体的定位，决定
了其应该是主流的
观点市场，而不是
嘈杂的意见发表平
台，更应该守住发
声底线，维护好政
府的权威性和严肃
性。因此，当前必须
把加强对官微的管
理作为政务新媒体
的一项重要课题。
赵
要尽快建立健全新
媒 体 责 任 机 制 ，明
霞
确监管责任，增强
政务官微运营人员
的服务意识和对官
微 的 管 控 能 力 ；要
加强对官微运营人
员的培训与监督，
使其尽快熟悉新媒
体环境，提高内容
发布、驾驭网络语
言、处理网络舆情
等能力，不断提升
媒介素养和业务本
领。
此外，
官微不仅
不能“任性”
，还要努力在“人
性化”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借助于互联网，
官微构建了扁
平化的宣传沟通模式，有助于
拉近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
间的距离，
促进与人民群众的
交流互动。官微要利用这一优
，及时准确
势，努力“接地气”
发声，高效务实互动，将官微
，
工作做细做实，说“实在话”
办
“实在事”
，利用大数据为民
众提供全方位、智能化的服
务，
为党和政府在网络空间的
公信力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

近年来袁朱
桥镇积极整合
行政村 (居 )的
野十三五冶 省级
精准扶贫资金袁
实施了标准厂
房扶贫项目遥 厂
房 年 租 金 为
20.62 万 元 袁 已
全部直接打卡
发放给相关村
(居) 的贫困户袁
共 316 户 计
1265 人 遥 目 前
厂房正被依莱
欣服饰公司承
租使用袁该企业
主要从事羽绒
服装加工袁长期
与波司登尧海澜
之家等企业合
作袁 带动周边
50 余名劳动力
实现家门口就
业袁人均年收入
约 4.5 万元遥
刘 蕾 摄

本报讯 复兴镇牢固树立绿水青
“乱抛必究”
，
保证了秸秆
“两禁一用”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采
有序推进。
取“四个一”措施扎实推进秋季秸秆
严处第一把火。该镇建立了严厉
工作。
“两禁一用”
的问责机制，
除对责任农户进行处罚
明确一个责任。该镇严格落实秸
外，对网格负责人、村居负责人都进
秆“两禁一用”
网格化管理责任制，层
行追责。对禁烧工作组织不力、监管
层落实责任，层层签订责任状。班子
不严、
处置不当、失职渎职，以及在秸
成员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两委”
秆禁烧工作中出现“第一把火”的挂
和党员包组到户，坚持守土有责、守
包单位和相关责任人，按照网格化管
土尽责，划区域、定人员、明职责，建
理包保责任，
由镇纪委根据具体情况
立无缝隙、全覆盖的网格化责任体
严格落实责任追究。
系。
实现一个目标。该镇党委号召全
成立一支队伍。该镇成立由镇长
镇党员干部要从讲政治、保生态、惠
和分管人带队的 20 人宣传和巡查队
民生高度出发，发扬不畏艰难、敢打
伍，利用广播电视、微信群加大宣传
抓早动快，以
硬仗的精神，
精心部署，
挂横幅、签订责
力度，
通过政府通告、
过硬的作风狠抓落实，在全镇范围努
任书等形式强化宣传。同时进一步加
不冒一处烟、不
力实现
“不着一把火、
大秸秆禁烧禁抛的巡查和处罚力度， 污一条河”目标，进一步巩固好村庄
及时发现、
阻止露天焚烧和乱抛秸秆
环境长效管护工作成果。
行为，做到“见烟就灭”
“见火就打”
渊李晓标冤

责编：赵日超

近日袁贵州省纪委监委通报了一起脱贫攻坚中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院 毕节市大方县多名扶贫干部因
野驻村冶不住村尧野挂名冶不干事等受到处分袁相关领导干
部因监管不力被谈话或问责遥通报显示袁今年 1 月 16 日
上午袁毕节市委组建暗访组在大方县猫场镇永久村就脱
贫攻坚尧驻村工作进行暗访调研时发现袁该村办公楼大
门紧锁袁无人值班值守袁环境脏乱差遥 暗访组经调查核
实袁野揪出冶该村驻村干部野挂名冶驻村尧村干部无故不在
岗尧编造虚假资料应付督查尧公示栏村干部电话错乱等
作风问题遥

驻村帮扶岂能脚不沾泥
樊 桂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袁帮助困难
群众脱贫致富是帮扶干部的神圣使命遥 野走读式冶驻村尧
野挂名式冶 帮扶袁 暴露出少数驻村干部宗旨意识出了问
题袁为人民服务意识淡漠袁心思没有放在脱贫攻坚工作
上遥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袁任务艰巨袁时间紧迫袁岂容搞
野花架子冶尧做野假样子冶钥 人都不到现场袁或者逛一圈就
走袁把自己当野局外人冶袁如何拿出有针对性的脱贫对策钥
对帮扶工作中脚不沾泥尧 心不在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袁必须严字当头强力整治袁让不负责的人吃到苦头尧付
出代价遥

制度上墙更须“长牙”
李金龙

近日去基层调研，看到一些村党支部活动室
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制度，有的制度表面甚至还
“这些都是上
蒙上了一层灰。党支部书记介绍说：
级部门要求装的，部分制度内容过于繁杂，不好操
作，
有的甚至挂上去后都没有执行过。”
制度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
则，必要的工作制度，可以保障工作的正常高效运
不过，
若只是追求数
转，
也可以督促大家遵规守纪。
量，不管制度是否落实，那么墙上的制度就失去了
生命力。现实中，
有的地方开展工作动辄就要下个
有
制度，并把制度上墙作为工作的一个必要环节；
的只追求表面和装饰，制度内容脱离实际，成了摆
设的“花瓶子”
；有的重挂不重用，制度缺乏具体行
动，
成了
“一纸空文”
，
同时也容易滋生形式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
在于务实管用，
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如果空洞乏
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多的制度也会流于形
式。”制度的本意是规范行为，推进工作，促进发

不落实，那么制度就会失
展，如果重形式、轻内容、
，自然管
去严肃性和权威性，成了“拔了牙的老虎”
不到人。制度的上墙，要本着于事简便的原则，要
能根据工作的实际和需要，灵活悬挂，对于不符合
实际、操作困难的制度，要删繁就简，让制度有精
准度和凝练度。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不能只是挂在
走进工作。实际工作
墙上，
更要走下墙，
走进实际，
中，要加大执行力，对于固定下来的制度，要持之
以恒抓落实，
在贯彻执行中维护好制度的刚性。同
时也要完善监督问责机制，对于搞形式主义或者
执行制度疲软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问责，真正让
制度长出牙齿，
确保制度规范化长效化。
当然，上墙的制度也要根据实际适时调整，既
要挤掉“假、大、空”的水分，又要及时把工作中好
的经验和做法融进去，不断丰富和完善制度内容，
以便更好地规范行为和指导工作，真正把有用管
用的制度用好用活。

下乡扶贫不是下乡野镀金冶
鲍 毅

多些“迟到证明”式的爱心呵护

11 月 7 日下午袁区书协尧美协到区残联开展野关爱残疾人袁泼墨献书画冶活
动遥
张 宁 摄

朱忠保

据媒体报道袁11 月 1 日袁 河北
沧州一名小学二年级学生在上学
路上捡到 6 元钱袁她在父亲的陪伴
下把钱交给了执勤交警遥 考虑到孩
子可能因此上学迟到袁当事交警给
孩子写了份野证明冶说明情况遥 面对
孩子的这份纯真袁家长尧交警尧老师
选择了高度赞扬和小心呵护遥
听闻此事袁网友称赞孩子有颗
难能可贵的公益心袁点赞父亲和班
主任呵护孩子健康成长的耐心袁夸
交警字美心更美遥 班主任老师在课
堂上表扬了这位学生的爱心之举袁
并表示已将此事汇报给学校袁野这
份童真难得袁值得我们好好呵护冶遥

时下袁 有的孩子为了打网游袁
不惜偷别人的钱袁或者把父母的血
汗钱打给主播遥 相比之下袁在马路
上捡到钱后袁 不是装进自己口袋袁
而是宁愿上学迟到也要先交给警
察叔叔遥 孩子这份纯真十分珍贵袁
却也非常脆弱袁眼下各方的做法让
这件小事有了圆满的结果袁也引发
了人们对呵护孩子善心的思考遥
我们总说野从娃娃抓起冶袁其实
良好的道德品质也是从小养成的遥
如果成年人都能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袁去一点点地呵护尧引导孩子天
然的善心袁孩子成年后的人格底色
必然不会差到哪里去遥 这些小事袁

可以是爱护小动物尧 积极参与募
捐尧宽容待人等遥 而实现对爱心的
保护与引导袁不仅需要我们常观察
多留意袁还得有不怕麻烦的耐心遥
曾经有位艺术家上台演出前袁
在后台候场袁鞋带是松着的袁一位
服务员看到了袁赶忙提醒艺术家鞋
带松了袁 艺术家听后把鞋带系好袁
并连声道谢遥 可是到上台表演时又
主动把鞋带松开了袁原来是因为剧
情的需要遥 过后服务员问起袁艺术
家说院野因为你有善心袁 我要呵护
呀遥 冶
如今袁一些人大善愿做袁小善
难为袁却忘了小善积累起来就是大

善袁人人都有野日行一善冶的意识和
行动袁善行义举才会不断涌现遥 卡
洛斯窑古铁雷斯说过院 一个人的命
运袁并不一定只取决于某一次大的
行动袁我认为袁更多的时候袁取决于
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善
举遥 从陪孩子交钱给警察的爸爸袁
到写暖心迟到证明的交警袁再到不
吝赞许和表扬的老师袁他们对待孩
子爱心与善举的默契令人感动袁给
更多孩子和成年人上了生动一课遥

为进一步造浓全国
文明 城 市创 建 氛 围 袁 让
创建工作更加深入人
心袁 区创建办组织在城
市出入口尧城市干道尧主
要交通路口尧 主要商业
大街尧老城区背街小巷尧
城乡文体广场尧 城市避
难场所尧城乡公共厕所尧
景区尧景点尧客运交通场
站等挂立公益广告标
语遥 图为区城管局在国
际商城显眼处架放文明
创建宣传公益广告牌遥
王 丹 摄

干部在下乡扶贫时出现野驻村冶不住村袁野挂名冶不干
事的现象袁其中一个原因是袁有的干部将下乡扶贫视为
下乡野镀金冶袁盘算着为自己的仕途捞取野政治资本冶袁哪
管是否真扶贫尧扶真贫遥 这种嘚瑟到群众眼皮底下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袁 不仅会影响脱贫攻坚的进度袁更
会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及公信力遥脱贫攻坚要的是真抓
实干尧真实成效袁不能只看干部有没有下乡尧驻村袁更要
看他有没有执行好党的政策袁 有没有让群众得到实惠袁
不能让那些心里没有贫困群众和脱贫事业尧只想去野镀
金冶的干部滥竽充数遥

脱贫攻坚要有野三同精神冶
魏佳明
野驻村冶不住村尧野挂名冶不干事袁搞野居高临下冶野体验
生活冶式扶贫等问题袁暴露出少数扶贫干部缺乏与群众
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野三同精神冶遥 党的十九大作出野让贫
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冶的庄
严承诺袁打赢脱贫攻坚战时不我待遥 广大扶贫干部必须
认清形势尧履职尽责袁切实发扬野三同精神冶袁杜绝野走马
观花冶野浮在表面冶野人到心不到冶等问题袁做到贫困群众
在哪里尧扶贫干部就在哪里袁脚踏实地尧深入一线袁真抓
实干尧久久为功袁带领贫困群众早日走上小康路遥

练好“慎独”功 走好从政路
林 伟

“ 自 修 之 道 ，莫 难 于 养 心 ；养 心 之
难，又在慎独。”慎独之慎，就是小心谨
慎，时时戒备；慎独之独，就是置身独处
的环境或相对保密的状态中，可以独自
行事，这是我国古代先贤倡导的一种自
我修养方法，最早出自秦汉之际儒家著
“ 莫见乎隐，莫显
作《礼记·中庸》一书：
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最隐蔽
的东西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质，最微小
的东西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魂，有道德
的人在独处时，也不会做任何不道德的
事。
慎独，作为一 种 根植 于 内心 的 修
养，一种无需提醒的自觉，之所以深得
古代先贤的重视，就在于慎独，之于他
人，是坦荡，之于自己，是心安。南宋哲
学家陆九渊所说的“不自欺”、宋代学者
袁采所说的“处世当无愧于心”、康熙皇
帝所说的“暗室不欺”，都是对“慎独”的
最好诠释。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在其居所悬挂了一块醒目的横额，上书
“慎独”二字，以警醒、勉励自己；晚清重
臣曾国藩在遗嘱中第一条说到 的 就是
“慎独”，这无疑印证了“慎独”之功在他
们一生中的重要地位。
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慎独之
功，在滚滚红尘面前，在诸多诱惑面前，
如同一枚盾牌，考量着一个人的定力和
意志。林则徐、曾国藩正是因为在私底
下、无人处、独处时，都能谨慎而理智地
“ 谨慎守
约束、管控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道”，
“ 不欺暗室”，始终以不沉醉于权
力、金钱和美色为诫，存正祛邪，才有了
心境高雅，正气充盈，百毒难侵的修为
和定力，才有了“吾日三省吾身”的高度
自觉，洁身自好，留下了人生稳健的足
迹。
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信仰缺失、品
行不端，甚至违法乱纪、腐化堕落，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在立身修德上出了问题，

缺乏的就是慎独之功，最突出的表现就
到“密不透风”的强度，党员干部除了
是：台上台下不一样，人前人后不一样， “八小时”之外，在私人场合，更多的还
言行不一，心口不一，尤其是面对诱惑，
是要靠慎独之功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如
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常以“下不
果在慎独上不用心、不给力，早晚都会出
为例”原谅自己，以“小节无碍”宽待自
问题，摔跟头，甚至碰个头破血流。这是
己，以“仅此一次”放纵自己，最终堕落
党员干部“吾日三省吾身”的必选课目。
在欲望的黑洞中、人心的幽暗处，在“积
“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
羽沉舟，群轻折轴”中沉落，留下了一幕
溺。”中国人做事最讲 究 的就 是 一个
幕“ 一 失 足 成 千 古 恨 ”的 悲 剧 ，教 训 惨 “恒”字，而“恒”所体现就是始终如一，
痛、警示深刻。
慎独更是如此。一天慎独容易做到，一年
事实表明，不管是“明处”还是“暗
慎独也不太难，难的是一生一世的慎独。
处”，慎独都不是利益的算计、外在的压
只有把古代先贤的告诫铭记于心，把林
“ 不欺暗
力、制度的约束或者他人的评价，而是
则徐、曾国藩的“谨慎守道”，
道德的信仰、内心的律令，是自我修养
室”践之于行，不贪名利、不惑女色、不
的最高境界。如果党员干部没有这种警
慕奢华，自念紧箍咒、自建防火墙，天天
惕性和戒备心，不在从政的一刻、入党
自重、日日自省、时时自警、刻刻自律，
的一刻就把慎独之功练好，在诱惑面前
修身养德，久久为功，才能在慎独中把准
打败仗、栽跟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人生的航向，不偏航、不迷航，在从政的
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
路上，不留污点和遗憾，张弛有度，行稳
的监督监察体系正日渐完善，但尚未达
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