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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第一周，不少地方相继召开会议，布
置工作、鼓舞士气，争取为新的一年开个好
头。比如，上海市就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作
出总体安排，吉林、黑龙江等省份在节后首日
就进入“战斗状态”。而山东省在开年第一个
工作日的工作动员大会上，强调“大胆使用

‘李云龙式’干部”，引发众多关注。
雷厉风行、直来直去、敢于碰硬、能打胜

仗，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给无数人留下
深刻印象。而“李云龙式”干部的特点也非常
鲜明。一方面，他们往往勇于临危受命、善于
出奇制胜。另一方面，由于个性鲜明，容易

“得罪人”，也被有些人认为“不灵活”“不成
熟”，干事创业的整体氛围因之偏向保守。也
正因此，能否发现和使用好“李云龙式”干部，
不仅关系到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也是一个地方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
的重要标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干部，干是当
头的”。2019年的各项工作，将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重用干事创业
的好干部，是推动改革攻坚克难、发展爬坡过
坎的客观需要。以山东为例，新旧动能转换
的任务严峻而紧迫。去年，中央第七巡视组

向山东省委反馈巡视情况时，就指出部分干
部精神不振，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现象较
为突出等问题。要想改革发展不掉队，首要
的就是干部思想和能力不掉队。激励“李云
龙式”干部闯新路、开新局，融开担当任事
的一江春水，可谓正当其时。

闻鼙鼓而思良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中
国，进入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
更陡”的阶段，改革没有先例可循，发展没
有老路可走，尤须激发愈难愈上、愈险愈进
的精气神，敢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勇做前人
没做过的事。这也是发现人才、培养干部的
必由之路。去年 11 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多选一些在重
大斗争中经过磨砺的干部，同时要让没有实
践经历的干部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
克难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可以说，为
创新者开道，为实干者兜底，让“李云龙
式”干部轻装前进，将释放出讲实干、重担
当的重要信号。如果“李云龙式”干部能获
得施展才智、建功立业的舞台，“有为有位”的
鲜明导向势必能激励更多干部投身谋发展抓
改革的最前线。

鼓励干部担当作为，需要一定的容错空

间。有些时候，正因为担当任事、冲在前面，
出错摔跤的可能性必然增加，遇到“泛化问
责”容易被误伤，遇到“唯票取人”容易被埋
没。古人有言：“荆岫之玉，必含纤瑕；骊龙之
珠，亦有微颣。”对待人才不能求全责备，使用
干部同样需要扬长避短。为勇于担当作为的
干部撑腰鼓劲，需要给他们打开一定的容错
空间，此举不仅有助于完善人才培养和选拔
方式，对整个政治生态也是一种激励带动。
在选人用人导向上突出以事择人的标准，真
正做到谁最能胜任工作就选谁、谁最能干好
事业就用谁。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
拼出来、干出来的。”新春伊始，各地鼓舞改革
士气、加大改革力度、推动改革创新。在努力
奔跑中，把“规划图”变成“施工图”，把“时间
表”变成“计程表”，改革发展定能所向披靡、
前程远大。

□李 斌

让担当任事的干部脱颖而出

忠心耿耿，不知咋整，本领不够“虚活儿”凑

新闻：面对越来越重、越来越新的工作任
务，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本领
恐慌”：有的因经验老化“不会干”，有的因专
业 欠 缺“ 干 着 急 ”，有 的 对 新 事 物“ 跟 不
上”……部分基层干部寻求形式主义来应付，
靠玩虚活儿掩盖“本领缺失”。（新闻来源：半

月谈）
点评：基层干部有“本领恐慌”意识是好

事，有助于督促自己加强学习，不断拓宽知识
面，提升自身能力素质，更好地驾驭复杂局
面。但若自身能力欠缺而采取一些形式主义
手段来应付、凑合，来掩盖“本领恐慌”，就容
易把好经念成歪经，就必须要坚决予以纠正。

耳朵代替眼睛：有声书能否带来阅
读方式新变革

新闻：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变化，从纸质
书到电子书，再到如今的“听书”(即有声阅
读)，当碎片化的时间成为互联网争夺的重点

后，用耳朵代替眼睛，逐渐让阅读有了更多可
能。在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有多位读者
和出版业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喜欢“听书”
的人群在逐渐扩大，未来也许会成为数字出
版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新闻来源：中国新闻
网）

点评：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很多人既
需要学习知识、又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可以
静下来阅读，“听书”的出现，让快节奏的生活
工作与读书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听书”也
是读书，只要让人受益、对人有所启发、有所
帮助，无论用哪种感官、哪种方式来阅读都是
极好的。

近闻，有位九旬老人，在家人的陪护下，
花了3个月的时间，竟然行程三万里路环游了
全国。在这个广被刷屏的网评中，多为夸赞
其家人的孝举。

我国自古就有“父母在，人生有来处；父
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的说法，父母是我们生
命中最重要的人。诚如一位文学家所言，父
亲像一泓清泉，滋润了儿女的心田；父亲若一
把标尺，规范了儿女的言行；父亲似一座灯塔
照亮了儿女的人生……常思养育恩，报得三
春晖。而对老人来说，晚年最惦念和期盼的
莫过于儿女陪伴左右。所以孝敬老人，不只
是给买点吃穿用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陪

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赡养”，这种老人
心仪向往的丝丝真情，正是心底的缕缕阳
光。珍惜父母还在的时光，多花点精力、多想
点办法，陪陪老人，把他们引领出来，在领略
祖国壮美山河和改革发展中，开阔眼界，陶冶
心情，增加愉悦，享受幸福晚年，不仅是最好
的孝敬方式，更是锤炼子女孝行的最好路径，
上述报料之所以会成如此爆棚的热点新闻，
正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佐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
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
文化新的辉煌。”孝乃德之本，崇德向善
行。我们具有优秀的孝文化传统，从“常回

家走走”到“常回家看看”，不仅是尊老敬
老形式上的升格，更是爱老护老理念上的升
华。当更多的家庭树立起这种顺应时代潮流
的新风尚，我们社会和谐文明的光束，必将
更加璀璨夺目，这是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的
精神磐石，更是形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有力支撑。

让陪护成为老人心底的阳光
□公 页

婚姻需要“远方”
也要善待“苟且”
□常青村

5万对夫妻离婚原因曝光！ 第一杀
手不是出轨，而是…… 2月15日，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晒出了2018年浙江省的离
婚纠纷司法大数据。2018年，浙江全省法
院离婚纠纷案件共有近 5 万（49804）起，
有34.21%的离婚纠纷因生活琐事而造成。

什么是生活琐事？网上的答案是：生
活琐事是指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事。比如，人们平常化妆、洗
澡、家务等这些必不可少的事，都属于生
活琐事的范畴。这样的生活琐事竟然“杀
死”了婚姻、爱情？

这是真的。有这样一些案例：离婚者
是一对老人，男的是教师，女的是医生，他
们离婚的直接原因是：男的嗜烟，女的不
习惯；女的是素食主义者，男的受不了这
种生活方式。还有一对离婚者，男的是警
察，睡觉时喜欢开窗，女的不喜欢这样；女
的是护士，喜欢每天洗一次澡，而男的又
受不了。两人为此而经常吵架，结果是各
奔前程。

常常有这样的家庭矛盾：挤牙膏是否
坚持从尾部往前挤，睡觉前谁关灯，早上
谁接那个吵醒美梦的电话，谁在孩子的作
业本上签名，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因为
意见的不同而闹翻。这显然都是鸡毛蒜
皮类的“生活琐事”，但部分婚姻和爱情却
被生活琐事打垮了。

我们说，婚姻由爱情决定，是婚姻的
最美好、最神圣的基础，是婚姻中的“理
想”状态；而生活琐事是婚姻的现实，是婚
姻的具体表征。“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
感”，这就是婚姻中爱情和生活的关系。

记得高晓松说了“生活不只是眼前的
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和引用。有的人只有生活的苟且，没有

“诗和远方”，高晓松似乎是提醒人们“志
存高远”吧。不过我以为，一个只有生活
的苟且却不懂“诗和远方”的人也可以庸
俗地活着；但反过来，一个只知道“诗和远
方”的人，如果离开当下的生活，却连活着
也是问题。因此，那些只想着“诗和远方”
的人，首先还是要过好当下的生活，哪怕
生活是苟且的。这就要处置好自己的生
活琐事，然后才可能奔向远方。

婚姻也是这样。我们在追求婚姻时
把爱情放在第一位，这是一种理想的状
态。但接着就应该面向实际，处理好生活
琐事，包括那些油盐酱醋的问题，这里可
能少的是浪漫，多的是麻烦、庸俗、琐碎，
但这也是生活，也是爱情，更是婚姻的内
容。这样，婚姻的理想状态爱情才能延续
下去，否则爱情就会被生活打垮的。
生活的苟且不是耻辱，也不是可以回避和
拒绝的。“苟且”代表的是我们生存在这个
世界上所遇到的各种无奈，各种屈从，需
要我们去面对。在婚姻上，生活的苟且就
是对于对方的包容和妥协。在生活的琐
事方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真理和原则，
需要的是讲情，而不是讲理。伏尔泰说：

“是鞋子里的沙子而不是遥远的路程让我
们走不远。”婚姻的路很长，能够走到底就
需要清除“鞋子里的沙子”，这个“沙子”就
是生活琐事中的对立和坚持。

对于常人来说，“苟且”是现实中的自
己；“诗和远方”是理想中的自己。对于婚
姻来说，爱情是理想中的婚姻，而生活琐
事才是现实的婚姻。

近日，一段疑似某心脑血
管病医院医生上班时间玩手机
麻将的视频走红网络。据网友
介绍，当他拿着化验单去医生
诊断室看病时，看见医生双腿
搭在办公桌上正玩着手机麻
将，在提醒下该医生才开始为
其看病开药。

图/沈海涛

上班打麻将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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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凌，你来得正好，我们家厨房灯泡不
亮了，快给我帮忙看看。”春节前夕，市供电公
司开发区供电所台区经理凌正福在城区翰林
华府小区巡视线路、设备时，被他的“粉丝”李
开元大爷叫住。

凌正福负责城区英莱达、翰林华府小
区，服务3000多客户用电管理。为做好客户
服务工作，凌正福每天手机 24 小时待机，
客户有什么用电上的难事，只要接到电
话，不论什么天气都会立刻赶到客户家中。
在凌正福服务的“网格”内，翰林华府小区
A17和A18幢居住的基本都是空巢老人，多
达 100 多户，为了保证每次的电费及时回
收，凌正福每到收费期都会集中一个星期时
间一户一户地上门收电费。考虑到部分老
人实在行动不方便，凌正福就想方设法联
系上老人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与他们保持

联络，把他们拉入“台区微信群”，帮助他
们把用电户号绑定支付宝或者微信来结算
老人的电费。

凌正福常年接触这些老人，知道他们一
年到头鲜有子女陪伴，体谅他们独居的孤
单，所以每次到翰林华府小区都顺便给老人
们提供“亲情”延伸服务，力所能及给予帮
助。什么开关坏了，灯泡不亮了，插座接触
不良了，他都一一帮助解决，这都是他口中
常说的“搭把手的小事”。

“李大爷，灯泡给您修好了，天气凉
了，取暖用的‘小太阳’记得不用的时候一
定要关掉开关，还有您这个电磁炉使用的时
候也要注意安全……”

凌正福不仅热心肠，而且性情幽默风
趣，关心老人用电问题的同时，也顺便与他
们唠唠家常，常常逗得老人乐乐呵呵的。久

而久之，凌正福就与翰林华府小区的老人们
熟识了，工作开展也顺畅多了，老人们都知
道有个乐于助人的“电力明星”，都盼着他
来，凌正福一来，他们就像粉丝一样簇拥
着，个个喜上眉梢。

“与这些老人们多接触，常常能发现他
们可爱的一面，给予他们帮助，让我能体会
到工作的价值。”凌正福说。

□本报通讯员 申祝存 王炳功 杨峻峰

凌正福：乐于助人的“电力明星”

本报讯（通讯员 小 龙 华 鉴 王 波 全
媒体记者 冯兆宽）为了拿到卖房定金供自己
挥霍，垛田街道一青年竟然玩起“一房三卖”
把戏，事情败露后一逃了之。日前，仲某因涉
嫌诈骗，被警方执行逮捕。

据垛田派出所办案民警介绍，30岁的青
年仲某整日无所事事，日常开销却比较大，没
钱用就借钱“拆东墙补西墙”，至今单身。
2017年初，其父倾其积蓄作为首付以仲某名
义在城区买了一套住房。2018年3月，仲父为
防止仲某将房产挥霍掉，便与仲某两人一起
将房子以 6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胡某，第一次
交易定金 16万元被仲某父亲拿走，并向胡某
提供了相关手续，但是一直没有履行过户手
续。

后来，多位债主找仲某催债，仲某无力偿

还，便又打起了已卖给胡某但还没交付的房
子主意。去年7月，他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卖房
广告。很快，仲某又以 60万元的低价与王某
签订了房产买卖合同，王某给了仲某8万元的
购房定金。8万元揣在身上没几天，仲某很快
花了个精光。

一天，正愁没钱花的仲某接到城区某中
介电话。仲某喜出望外，毫不犹豫答应第二
天去中介面谈。为了防止买家看房时看出猫
腻，仲某还特意将房子门锁换了，又去开发商
处谎称购房合同和发票遗失，申请了重新补
办。第三位购房者陈某看了房子很满意，以
83万元的价格签订了购房合同，并交付了 12
万元定金给了仲某。不久，12万元定金也被
仲某花光。

去年 10月，是仲某约定胡某、王某、陈某

办理过户手续的时间，但仲某却不见了踪
影。胡某、王某、陈某才发现被骗，纷纷到公
安机关报案。警方通过侦查，将仲某抓获，其
对实施“一房三卖”、诈骗他人 20万元钱财的
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警方与房产管理部门专业人员联系，房
管部门提示，房屋买卖要依法据规交易,有两
种方式可保证交易安全：一是房屋买卖应该
到政府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交易登记或报
备；二是交易资金可以到房管部门进行托管。

骗取定金供挥霍“一房三卖”进班房

本报讯（通讯员 陈 明 宋 丹 特约
通讯员 梅立成）春节长假，我市多雨雪天
气，兴化新奥燃气公司坚持多措并举，保
障城乡市民用气。

该公司在保障过程中，一是筹集气
源。春节前，提前采购 12万方 LNG紧急
储备气。专门到西气东输江苏销售公司
协调气源，还通过上海交易中心竞拍高价
气作为补充气源。二是执勤值班。春节
长假期间严密监控，时刻关注燃气进气
量、各片区管网压力、开阀、补气等工作。
城区燃气营业厅每天从上午 9时到下午
16时安排营业员办理日常业务。三是维
护抢修。安排防护人员不间断巡查燃气
管道、设备，及时消除市民在其附近燃放
的鞭炮、燃烧的香纸的隐患。值班人员24
小时值守，及时上门处理燃气用户报修的
故障。

新奥公司多举措
保障市民用气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 华 通讯员
张 敏）日前，位于千垛镇的兴化市桂敏服
饰有限公司负责人蒋敏，向该镇 20户贫
困家庭赠送爱心棉被。

“感谢爱心人士对我们的关怀。”当从
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厚厚的棉被时，刘大妈
感动得热泪盈眶，她说家里的棉被旧了，
原本还想着近期去买条棉被，没想到爱心
业主给送来了这么好看、这么厚实的棉
被，这些棉被来得真是及时。

“爱心业主”送温暖

2月17日，第二届“和谐杯”乒乓球团
体友谊赛落幕。 杨桂宏 摄

新年伊始，我市科学组织各结转
工程复工、新建工程开工，严格按照
城市建设计划向前推进，力争提前完
成各项建设任务。图为破碎机在长
安路与施耐庵路交叉口破碎路面，准
备铺设沥青道路。

於汉军 梅立成 摄

道路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