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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
“商量”

抗疫功臣颂
颜玉华
钟南山
金色勋章首位颁。
至高荣誉授南山，
新冠今又破重关。
非典曾经过万险，
最葆童真敢直颜。
难能耄耋犹强壮，
不除毒疠不休班。
沥胆披肝瘟疫斗，
张伯礼
仁医自荐出茅庐。
临阵挥毫写战书，
国士丹方正气舒。
新冠病毒妖风起，
中西结合瘴清除。
辨证施治消隐患，
抗疫英雄享美誉。
胆囊摘去忘生死，
张定宇
病体强撑似半残。
全身渐冻战新冠，
精神抖擞跨征鞍。
步履蹒跚奔火线，
剿灭瘟魔逐日难。
担当使命经年苦，
何曾顾及四肢寒。
但愿苍生皆健硕，
陈 薇
一着戎装更不同。
神州巾帼出英雄，
战袍染绿挽雕弓。
铠甲泻银施妙手，
务实创新硕果丰。
凝心聚力难关破，
疫苗研制立勋功。
为国分忧添白发，

呵护下一代之歌
江正
为起飞的小鸟插上翅膀
让挺拔的小树更加茁壮
真情洒满美丽的校园
心血浇铸未来的栋梁
责任多么神圣
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

2020 年 9 月

张锋
商量一词，乃“交换意见、商讨之意”也。本文基于社会
—
治理的视角，就商量之功能和效用，成以下三说——
有事要商量
商量，就文字而言，或许出现较晚，但究其在实际生活
中的使用，应该是伴随文明社会的产生而产生。比如传说中
的尧、舜、禹，无商量之说，又岂能有禅让之制。这个十分文
明的禅让过程，正是中国最早将商量成功运用于政治生活
的典型事例。可以说，没有商量，就没有禅让。或者说，禅让
就是商量的结果。
商量随文明的产生而产生，自然，商量亦随文明的发展
而发展。大到国是，小到家事，无不是商量之下的产物。如果
事情到了无法商量的地步，那么最为极端的只会也只能是，
于部落与部落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爆发战争，于团体与团
体、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武力冲突。尽管如此，可以预料的
是，在战争或冲突结束之后，必然还会回到商量这一程序上
来。否则对于双方来说，可能就只有死路一条。
基于此，我总以为商量是永存的，商量也是事关人类和
平、国家和顺、社会和谐、家庭和睦、个人和美的大事。因此，
我们的老祖宗一直把“和合”之道，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
然关系的重要准则，且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一种既定目标
和理想境界。
开国领袖毛泽东说过：
“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
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
“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这
从共和国成立一开始，便给我们人民政府的运行指明了方
向和方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
一步阐明了商量的性质和定位，要求“涉及人民利益的事
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商量不够，要把
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

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多和人民群众商
量，正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原因和我们党永葆活力
的源头所在。
是的，商量出智慧，商量出团结，商量出和谐，商量出凝
聚力、出战斗力、出执行力。有事要商量，在任何时候、任何
层级、任何地方、任何领域不仅是一种需要，而且十分重要。
有事好商量
商量好在于好商量，而好商量的前提在于有一个好的
规则。
早在 1876 年，有一本书风靡一时，叫做《罗伯特议事规
则》。这本书对程序的表述，有六部曲构成：一是动议。先想
怎么做，再决定做不做；二是附议。只要有一个人附议则该
议题就进入议程，从而达到保护少数人声音的目的；三是陈
述议题。先解决当下最紧要的议题，避免“然后”之类的事
情；四是辩论。明确文明表达不攻击、一时一件不跑题、限时
限次不超时、发言完整不中断的四大铁律；五是表决。在方
式上针对人的议题使用无记名投票，针对事的建议举手表
决；且须过半数；六是宣布结果。不管怎么说，这一规则对于
如何实现好商量的目标，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好办法”。就我
上面说的是“洋处方”，我们也有自己的
们国家而言，按照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党中央在三年前印
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中，就十分明确地提
出推进城乡社区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要求，特
别就协商内容、主体、形式、程序等作了明晰的阐释，堪比一
部协商民主的“工具书”。顶层有设计，基层有探索，人们熟
知的浙江诸暨市的枫桥镇，那是 1963 年毛泽东对“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作出批示的地

猿

方，50 多年来，
“有话好说”成为化解矛盾的金钥匙。再加上
全县绘制的 45 张权力运行流程图，确保党务、政务、财务、
业务、事务等权力运行，实现了一切工作有程序，一切程序
有控制，一切控制有规范，一切规范有依据，进而在大范围
内改变了小微腐败的气候，更是从根本上铲除小微腐败的
土壤。
由此看来，有事好商量是有条件的，它必须遵循法治的
轨道、规则的约束、程序的指引和公开的原则，其体现的正
是法治、德治、自治三者融合的精神内核和本质特征。
有事会商量
要商量，说的是必然；好商量，说的是必要；会商量，则
说的是必须。
“涉及全国各族
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
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
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
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
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
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
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
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把商量的路径、方法以及目的都说得
非常具体明白的一席话，既是关乎治国理政的大方略，又是
关乎提升基层民主法治水平的好方法。
方法之重要，还是生活中的一个比喻说得生动精彩，叫做过
就是实现过
河与船的关系，你要过河吗？就得有船，这个船，
河目的的一个重要方法。会商量的“会”，就是载我们过河的
船。这里，我们为商量设立的规则、程序要通过实际的操作，
大到各
才会收到制度设计本身应有的效果。仍以开会为例，
级“两会”，小到社区类型的决策议事，乃至具体个案的矛盾
纠纷化解，无不需要我们用法的基石、理的基本、情的基础
去沟通、协调，以公共利益为圆心，以代表各自利益形成的
最大公约数为半径，画出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
最大的同心圆。
记住，会商量的结果，正是我们事业的硕果。

谷子

呵护下一代身心健康
传递民族复兴的接力棒
实现美好的中国梦
确保红色江山万年长

初秋乡游
孙万楼
天高云淡秋气爽，周日家人游村乡。
喜看田园葱葱绿，居民炊烟袅袅长。
景色宜人千般秀，云霞映照七彩光。
有望又是丰收年，庄户人家粮满仓。

月是鹤乡明
居文俊
春秋草木荣。
月是鹤乡明，
鹤啸碧空横。
鹭翔滩上唱，
帆舟荡漾征。
骏马穿梭过，
国庆瑞乡城。
中秋馨日月，

渔旗映朝晖

王万舜

摄

予已方便

争做学法好少年
打起竹板登台前
欢欢喜喜开了言
要问今天说点啥
争做学法好少年
中国走进新时代
依法治国走在前
祖国少年是未来
法律法规掌握全
人生需要法护航
不懂法律害处大
无规难以成方圆
从小遵法心底宽
学法用法记心田
认真学习民法典
学习生活紧相连
言谈举止有规范
知书达礼知识全
上课听讲要专心
勤奋学习肯钻研
见到老师讲礼貌
说声您好问候甜
课堂提问尊师长
举手报告再发言
完成作业要认真
检查改错正确填
帮助同学要热心
互帮互学好少年
集体共物要爱护
损坏培偿自掏钱
莫进网吧游戏厅
时刻绷紧安全弦
坚决远离黄赌毒
丑陋恶习莫蔓延
争当文明小使者
文明创建冲在前
争当诚信小公民
做人诚实把关严
争当环保小卫士
生态保护站前沿
争当勤俭小标兵
新时代的新成员
重任在肩新一代
四化建设永向前
不断攀登新起点
复兴中华把梦圆
祖国未来接班人
就是守法好少年

射阳河

秋之语

为成长的幼苗送去希望
让绽放的花朵不再受伤
汗水滋润芬芳的校园
爱心点亮时代的梦想
使命多么伟大
肩膀扛起明天的辉煌

张同祥

圆员

董素印
日前，我收到“水滴互助”平台转来的一封微信，是山西
一位黄姓小学老师发来的，来信介绍他于 2019 年 1 月份在
江西某医院体检时，发现患有胃癌，并于 2 月份住院治疗，
现在身体情况良好，已重返讲台，感谢我在“水滴互助”平台
上给他提供的帮助。
看到这位素不相识、远隔千里、仅得到我点滴帮助的病
患者乐观的生活态度，我不禁眼前一亮，衷心地为这位患者
表示祝福，也为我无意之中所做出的点滴善举感到无比快
乐。
我是一名普通的工薪者，工作性质给了我与基层群众
打交道的良多机会，时常目睹许多家庭因病致贫造成的痛
苦，总是尽我所能地提供一些帮助。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成了“水滴互助”平台的会员，并
多次向在平台上发起求助的人提供 50 元、100 元、200 元不
等的资金援助；特别是去年，我的一位表侄女遭遇车祸陷入
险境后，在万般无奈情况下，其家人向“水滴互助”平台求
助；而我在力所能及提供帮助的情况下，与家人一起又带头

通过“水滴互助”平台向她捐助资金。如今，看到这位花季少
女重获新生，仿佛看到像黄老师这样许多受助后康复的患
者，我不禁产生无限的成就感。
水滴互助平台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网络互助平台，上
线四年来，已经累计救助了一万多个病患家庭。这一巨大成
就，不正是像我这样无数个胸怀大爱、无私奉献的社会志愿
者做出的点滴奉献吗？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栋楼里住着一个盲人，每天晚
上他到楼下散步时，虽然只能顺着扶手和墙体摸索，却一定
要按亮楼道里的灯。一天，邻居忍不住好奇地问他这是为
何？盲人回答说，开灯能给上下楼的人带来了方便，也不会
让他们因为黑暗把我撞倒啊！邻居这才悟出“予人方便、予
已方便”的道理。
一个发自内心的小小善行，也会铸就大爱的舞台。记住
别人对自己的恩惠，洗涤对他人的怨恨，在人生的旅途中方
一帆风顺。
能晴空万里，

耄耋老人的无私情怀
李建霞
不知不觉，我从事新闻写作已 20 年。这期间，我从一个
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专职新闻工作者，得到许多领导、同
行、老师的指点帮助。令我终生难忘的是耄耋老人顾长清，
他曾给我慈父般的关怀。
与顾爷爷相识，缘于《盐阜大众报》。那时，我在县人民
医院搞宣传。2004 年的一天，顾爷爷手拿《盐阜大众报》，来
“报纸上刊登的 《永恒
到该院党委副书记陆崇锦办公室问：
的爱心故事》的作者李建霞是谁？
恰巧此时，我也来到陆书记办公室。陆书记指着我笑
道：
“说曹操，曹操到。小李你认识顾爷爷吗？”我摇摇头。
经陆书记介绍，我第一次见到久闻大名的新闻界前辈
顾长清，心情异常激动。
顾爷爷得知我务农 16 年才被单位聘用写稿，于是他经
常到我办公室指导我写作。2007 年，顾爷爷与我在单位各
写一篇《中国新闻人网》征文。时值寒冬，那时办公室没空
调，我冷得坐不住，无心再写。可看到顾爷爷神情专注，奋笔
疾书。感动之余，我也静下心来和他一起写，直至深夜。我写
的征文经他认真修改，结果获奖。
顾爷爷视我如亲生。2008 年春节前，他知道我生活困
难，建议县总工会把我列为特困农民工慰问对象，省总工会
领导来慰问时，他又专门赶来拍照、采访。
为了能让我有个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顾爷爷听说建
湖邮政局招聘新闻报道员，就主动帮我联系报名。
数九严寒，他一大早就带着我乘公交车，赶到建湖县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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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去应聘，邮政局领导看到我发表文章的剪贴本，当即表
态将我应聘入职。后来每当想起顾爷爷为我热心奔走，却因
我到建湖工作实际困难未能成行，时常愧疚于心。
在去建湖应聘时，我向原单位辞职。一时，我陷入失业
的困境。此时，退休后的顾爷爷，正被县供电公司聘用搞宣
传。
“我已和
一天，苦闷彷徨的我突然接到顾爷爷的电话：
县供电公司领导说好，不再帮他们搞新闻宣传了，位置让给
“谢谢顾爷爷！”后
你。”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哽咽着说：
因诸多原因，我先后到射阳县民政局、盐南高新区新河街道
搞宣传工作。期间多次得到顾爷爷的帮助，我一直心怀感
激。
2011 年，他和顾奶奶同时生病住院，我前去看望。谁料
到，顾爷爷谢绝我看望他和顾奶奶的一点“心意”。他从病房
“你能来
一直追到电梯口将红包退给我，并拉着我的手说：
看望我和老伴，我很高兴。我有退休工资，你生活很困难，这
钱我一分不能收。”
一直牵挂顾爷爷的我，得知他身体抱恙。9 月 6 日一大
早，前去看望他。谁知他仍然拒收我的红包，他生气地对我
“60 年，我帮助过数十名农村青年，你问他们，我收过他
说：
们多少钱和物？你能从盐城专程来看望我，我就心满意足
了。”
顾爷爷是身怀正气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不仅要学习他
的勤奋笔耕的工作精神，更要学习他无私的品质。

叩开秋天的门，秋之芬芬的气息扑面而来。那些浓翠
欲滴的菊馨桂香，那幕蓝天白云下的层林叠翠，
使人流连
忘返。秋风在青石小巷里缠绵，秋雨在湖畔阡陌中缱绻，
秋阳在烟云时空里倘徉。秋天是一个俘虏人身心的季节！
它凉爽的气息能够穿透人的灵魂，闻着就心旷神怡，
十分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
美好。难怪唐代诗人王绩诗语：
晖。”只要天空秋阳高照，处处皆有秋色；只要心中有情有
义，事事都会美满。
浓浓的秋色在秋风秋雨中缠绵，便是一曲温婉的浅
吟低唱。秋风倾诉着丰收的心言，秋雨洗刷了大地的宁
静，滋润着深情的土地。秋风秋雨犹如一串串多情的符
便是
号，一把把缠绵的琴弦，醉人遐想。秋色光顾的身影，
一道美丽的风景。那些张望阳光的叶子被无数缤纷的色
彩渲染，它们在秋风中摇摆着优美的舞姿，展示着多情而
忧伤的表情。秋天是一幅唯美的图画，秋天让人有一种禅
静的归宿之感。
那些饱满金
秋光酿造的日子，便是一席丰盛的大餐，
黄香透的果实，以万千馨香的味道让人馋涎欲滴，以万千
甘醇的甜蜜让人满足，以万千酣醉的眷恋使人迷惑。秋日
里，夕阳下，一盅老酒品秋色；秋夜里，月光下，听秋虫鸣
那一轮
音心气爽。秋天的风景是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
深望在一
圆圆缺缺的明月，酥软在一枚枚月饼的味道里，
波眼眸的涟漪里，温柔在一瓣心香的甜蜜里。秋风秋雨织
成的五彩画图，倒影在碧色平静的水面，看着使人陶醉，
想着就十分美好！
一别夏日里
秋梦追逐的脚步，便是一念远方的诗情，
的热情。那一行南飞的阵雁行走在秋日里，带着秋的温
一段修行的夙
暖，准备着冬的归宿。在追寻梦想的路上，
愿在秋天里启航！

如今，每次去饭店吃饭，将剩菜剩
饭打包回家已成了我的习惯。可是，我
第一次打包时那种纠结及尴尬的经历
至今难忘。
我第一次打包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办公室登记人吃饭，菜已经订了，
最后少来 4 个人，是集体花钱招待的，
开始没有人关注多少个菜，当有人发
现菜多了后，叫服务员不烧菜时，得到 邹
的回答是“还有 3 个菜都在烧，马上就 德
到。”结束时我到吧台付账，服务员对 萍
我说：
“这 3 个菜你带回去吃。”
“ 这好
我前后左右瞄了一眼后说：
吗？”
“钱花了不带走就浪费了，我们酒
店是不允许剩菜再回锅给客人吃的。”
我默认。于是，用 3 只饭盒装好用塑料
袋拎着，我拎在手里犹犹豫豫的。吧台
服务员看出了我的心思，拿出一只手提
袋，把塑料袋放进去。我走出酒店眼睛
也不敢乱望，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到了小区里更加忐
忑，怕邻居问我，幸好没有，直到开了家门心里才定当
些。
夫人见了问我：
“提的什么直奔厨房？”我嘿嘿一笑：
“吃剩的菜。”
“剩菜！你还带回来啊？不怕人说你？”我
忙解释：
“ 剩下来的菜，点多了没吃。”她意味深长地
“哦”了一声，又看我一眼，让我捉摸不透，不知自己究竟
是对还是错。好在夫人连忙从消毒柜里面拿出 3 个盘
子，倒下还冒着热气的菜，并说塑料饭盒不宜久存，还是
瓷盘子好。
心态影响心情。从我进门夫人的惊讶脸色，到追问
的疑惑，再到取盘子倒菜的举动，让我感受到第一次打
包带菜回家的复杂心情。首次打包的这种心态，估计很
多人感受过。后来慢慢看多了，自己也带过几次，就觉得
平常了。
“ 历览前贤国
唐朝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一诗中说：
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看似小事，其实攸关个人
和国家命运。以后上饭店吃饭，我会按实际人数点菜，尽
可能保证在大家吃饱的同时菜也被清光。万一剩了，就
大方地打包回家。

打
包
是
种
美
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