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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水石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
调查显示，68.9%的受访者， 认为对全
体公务员开展职业道德轮训很有必
要；在关于“提升公务员职业道德关键
靠什么”的调查中，“公众监督”，“法律
约束”与“严厉问责”分列前三位。 （11
月15日《中国青年报》）

人有人格， 官有官德。所谓“公务
员职业道德”，即通常所说的“官德”，
是为官从政者个人政治信仰、 道德品
行 、 思想作风 、 工作态度的综合反
映。 “官德如风、民德如草，风行则草
偃。”官德非小节， 它关系到党和政府
的形象 ， 关系政权的兴衰存亡 。 因
此， 须下大力气切实加强干部的官德

建设。 要着实提升全体公务员的职业
道德水准， 首先要弄清楚“官德”从何
而来？

官德从实干中来。 共产党员最大
的、 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就是为人民服
务。 没有、离开或者丧失了“为人民服
务” 的根本宗旨， 就没有资格谈论官
德。 因此，为官从政者须牢记“权是民
所授”、“权为民所用”的训导，真正为
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时刻把人民群众
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带着感情、责任，
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
最直接的利益问题， 以实际行动赢得
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官德从正气中来。大凡正气存内、
一身正气之人，绝不会被外邪所干犯。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正”乃立身之本，

处事之道 ， 为官之基 。 加强官德建
设， 就必须教育广大干部知足知止、
保持本色， 光明磊落， 坚守正道、 处
事以正。 如此， 才能保持共产党人的
浩然正气。

官德从廉洁中来。 廉洁从政是领
导干部“官德”的最好体现。为政不廉，
就等于丢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 更遑
论官德修养。 因此，提高官德修养，就
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坚持自律与他律相
结合， 自觉接受党纪国法和人民群众
的监督，管住、管好自己的欲望，洁身
自好，远离诱惑，坚守为人为官的道德
底线，干净做事，清白为官。

官德彰，则民德显、政权稳；官德
丧，则民德失、政权息。修好官德，既是
时代的要求，更是人民的期盼。

“官德”从哪里来

汪金友

2011年，只剩下不多的日子。环顾
一年，两个热词印象最深———“最美”、
“冷漠”。一面是层出不穷的“最美”，同
样“冷漠”也并不鲜见。 虽然“冷漠”远
没有“最美”多，但这个词却像冬天里
的寒风，不时地从我们心头掠过。

我们冷漠吗？ 问一万个人，可能没
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冷漠。大家都说自
己不冷漠， 可为什么却又经常看到冷
漠？ 静心思考，就会发现，冷漠是表面
的，温暖是内在的；冷漠是暂时的，温暖
是长久的；冷漠是个别的，温暖是共同
的；冷漠是夸大的，温暖是原样的。

所有的冷漠，都是有理由的。 或是
不明就里，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
以不敢贸然行动；或是缺乏保障，担心
自己出手， 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伤
害；或是无能为力，虽然有心勇为，但又
力不从心；或是行色匆匆，个人的事情
实在紧急，因而无暇顾及；或是情绪不
佳，因为遭遇坎坷，而丧失热情；或是深

度思考， 觉得这种事情应该由谁来管，
需要追究谁的责任。而且人的心态是不
断变化的，这事冷漠，不等于那事也冷
漠；今天冷漠，不等于明天还会冷漠。

对任何人而言， 冷漠都是一件非
常痛苦的事情。比如，看到一个跌倒的
老太太，因为担心被误解而没有去扶。
那么这个老太太痛苦无助的表情，从
此后就会永远地刻印在脑海里。 每次
想起，都会纠结和惭愧。让别人心冷的
人， 自己的心会更冷； 让别人心热的
人，自己的心会更热。 所以拒绝冷漠，
帮助的不仅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更
重要的是彰显自己的价值， 提升自己
的信心和品位。

拒绝冷漠需要爱心。爱心无私，也
无价。 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在伸手
去接坠楼女孩的那一刻， 没有想过自
己的安全，没有想过自己的得失。她的

“最美”，就在于忘我。
拒绝冷漠需要勇气。在战场上，冲

在最前面的人最英雄；在事故中，第一
个救助的人最可贵。一个人的行动，会
点燃一群人的激情。虽然冲在最前面，
可能有危险。但很多的紧要关头，就在
一瞬间。 错过这个时机， 只会留下遗
憾。

拒绝冷漠需要支撑。 最近网络上
正在流行“撑腰体”———扶助摔倒了的
老人，如果被讹了，单位为你撑腰。 其
实， 最应该为见义勇为和爱心救助撑
腰的，是法律而不是单位。及时的法律
援助，才更有力量和权威。

拒绝冷漠需要自己。要想让这个世
界不冷漠，首先要自己不冷漠。 无论是
谁，一旦遇到有人需要帮助，都应当勇
敢的伸出双手。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温暖和活力。

拒绝冷漠

袁浩

据报道， 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日
前在参加省委九届九次全会与基层文
化工作者讨论时，鼓励大家讲真话、说
实情，强调“真话就是最好的话、水平
最高的话”。

讲真话、说实情，既是做人的起码
要求， 也是对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
要求。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受“逢人只
说三分话，切莫全抛一片心”、“沉默是
金”、“好人主义”等观念影响，党内同
志之间、干部与群众交往过程中，敢讲
真话的人， 能听到真话的场合逐渐减
少。甚至有时候，越是强调讲真话，却越
是听不到真话。 更有一些人，把巧言令
色、阿谀奉承当作好话，当作“有水平”

的体现。在此背景下，刘奇葆强调“真话
就是最好的话、水平最高的话”，不啻于
给广大党员干部敲了一记警钟。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 人人都愿
意讲真话。当社会风气正人心和，且每
个社会成员都没有必要为自己说话作
过多担忧时，人们才会表里如一，实话
实说。 相反，人们就会见风使舵，言不
由衷。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谁也不愿
因为说片言只语的真话而惹火烧身。
所以说，如果没有人愿意讲真话，尤其
是如果领导干部听不到真话， 问题往
往不在于群众不想讲真话， 而是在于
不敢讲真话， 或者现实中没有讲真话
的土壤。

真话在哪里？真话在群众中！鼓励
讲真话，就得敢于、善于听取真话，要

真真切切地拿出“听”的诚意，不能心
不在焉、敷衍了事，更不能打击讲真话
的人，尤其是对那些不中听、很刺耳的
话，要有胸襟耐心听、真诚听。 更重要
的是，对一些切中实际、有建设性的真
话，要拿出落实的决心和行动，在群众
心目中留下既听真话、 更办实事的形
象。如此，才能在干部群众之间建立起
良好的信任关系。

说到底 ，有了 “听真话 ”的条件 ，
“讲真话”才会成为必然，真话才能成
为最好的话、水平最高的话。希望我们
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积极营造“听真话”
氛围， 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都能敢于
讲真话、乐于讲真话。 这样，生动活泼
的工作局面就会形成， 群众工作就会
越来越容易开展。

有感于“真话就是最好的话”

国家发改委日前对两家山东医药公
司作出重罚， 两家公司控制复方利血平
原料，哄抬价格致相关制药企业停产。据
悉，这是迄今为止最严厉的处罚。

———这两家公司不过是垄断者中
的小虾米。 （北京 杨珂民）

河南籍农民工王子群，将自己10多
年来的打工经历，写成了一部21万字的
小说《临时夫妻》，结果引爆了网络阅读
热潮，50天内点击率就突破了100万。

———不应仅仅关注农民工群体的
衣食住行，他们的“精神赤字”同样应
引起重视。 （湖南 李冰峰）

龙岩市新罗区中城街道西街社区
20多年来坚持实行零招待制度，在“禁
吃” 上做文章， 就算区委书记来了也
“禁吃”。

———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
（福建 莫迪斌）

国内首家“太太学院”近日开班 ，
该学院将以教授女性经营婚姻情感课
程为主。其中，如何防范“小三”也成为
课程中的一项。据悉，这样的课程收费
为10万元。

———这样的课程挂的是 “羊头”，
收的是钞票。 （湖北 孙文齐）

江德斌

对美国“虎妈”的热议刚退，中
国“狼爸”又粉墨登场。

萧百佑被称为 “中国狼爸 ”
———只要孩子的日常品行、学习成
绩不符合他的要求，就会遭到严厉
的体罚，四个孩子有三个被北京大
学录取。 基于此，萧百佑坚称自己
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 但他的行
为遭到众多网友以及专家学者的
质疑。 （11月15日《扬子晚报》）

“三天一顿打 ，孩子进北大 ”。
先给孩子预先制定出要 “考高分、
上北大 ”的任务 ，然后再用冷酷的
教育手段加以鞭策，甚至不惜让孩
子们失去幸福快乐的童年，也要达
到预定目标。 将这种通常适用于企
业管理的目标导向方法用在对孩
子的教育上，显然是剑走偏锋。

美国 “虎妈 ”蔡美儿所采用的
教育模式，几乎就是中国“狼爸”的
翻版。 二者都是以压抑孩子的个性
发展为代价，过分强调孩子的考试
成绩。 在冷酷的教育手段下，孩子

固然赢得了好成绩，考上优秀的大
学，却失去了一个再也无法挽回的
快乐童年。 这样的结果，对孩子而
言是好是坏？ 回答这个问题，不能
只看短期效果，还需要用一个较长
周期做检验，得看孩子未来步入社
会后的人生发展。

能考出高分、就读一流大学就
是人才？ 恐怕不尽然。 无论是中国
“狼爸”，还是美国“虎妈”的教育方
式，充其量只能证明其适合考试机
制，却无法验证孩子未来的人生。 何
况，当今社会的人才评估标准，已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正在发生变化，过
去那种以成绩为单一指标评估孩子
的模式明显与时代发展相悖。

大千世界，需要各式各样的人
才。 “虎妈”、“狼爸”所培养的高分
人才亦是其中之一，但却没有推广
的意义，不值得天下父母学习和模
仿。 与其用棍棒打出一个唯唯诺诺
的“社会精英”，倒不如培养一个身
心健康的合格公民。 须知，独立、健
康的人格 ，坚毅的品质 ，是精彩人
生的应有之义。

■一句话评论 冷酷式教育不值得提倡

■新闻漫画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日前曝光市

场上部分药品的利润竟高达20倍。 同时，该
栏目还公布了20个药品的具体出厂价 ，许
多动辄卖几十元的药品， 实际出厂价往往
不超过10元钱，有的才几角钱。

药品暴利的灰色大幕， 又一次被中央
电视台的专栏调查揭开。 可以肯定地说，除
了正常的周转费用和国家税收， 药品的超
额利润绝大部分是被腐败的黑洞以及贪婪
药商无情地吞没了。 药品周转中的回扣现
象，成了一些人大发腐败财的隐秘通道。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让人纠结。 药价的
飞速膨胀， 是在药品出厂后直到进入病家
之前的漫长而不太透明的过程中。 其中出
现许多环节 ，节节拔高 ，处处催涨 ，尤以暗
箱操作的幕后交易为甚。 说白了，正是由于
商业贿赂这一润滑剂的掺和、介入，才使得
药价催生出几倍，乃至数十倍的黑色暴利。

吴之如 文/画

药品暴利2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