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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
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上指出，理
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
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
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现实生
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
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11
月19日《人民日报》）

总书记把干部理想信念上的缺失
比喻为精神上 “缺钙”， 是得了 “软骨
病”，不仅形象生动，更发人深思。 近年
来 ，由于受庸俗 、低俗 、媚俗之风的影
响，少数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诱惑就“气

短”，说话办事缺少刚性，在重大原则问
题面前是非不分；有的见到金钱就 “手
软”；有的不能坦然对待名利得失，对棘
手问题不敢动真碰硬；有的不能正确认
识自己，见到上级就卑躬屈膝、唯唯诺
诺， 对待下级和人民群众却口大气粗、
颐指气使；有的染上了不良嗜好，迎合
低级趣味，热衷于拉关系，跑门路等。 凡
此种种，不仅失去了做人的骨气，更失
去了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党性原则。

人体得了“软骨病”，就要补钙。 干
部精神上患了“软骨病”，就必须加强学
习，坚定信念，提高素养，涵养正气，提
振精神。

一要加强学习 。 干部理想信念缺

失，归根到底还是学习不够引起的。 在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
化的背景下，只有加强学习，少一些应
酬；多一些勤政，少一些娱乐，才能使内
心充实，工作起来才会有底气、有骨气，
才能从容应对工作中的各种难题。

二要敢于担当 。 作为领导干部 ，
只有具备了勇于担当的境界 、 精神和
品行 ， 才能在困难矛盾面前不缩手 ，
在歪风邪气面前不低头 ， 维护做人尊
严 ， 坚守做人底线 ， 体现做人价值 。
只有勇于担当， 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矛
盾面前， 敢于拍板 ， 敢下决心 ； 才能
在大是大非面前 ， 坚持正气 ， 不随波
逐流； 才能在急难险重任务中 ， 不回

避、 不推诿 ， 主动靠前请命 ， 勇挑重
担。 这就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有为官
一任、 造福一方 、 保一方平安的责任
意识 ， 还要有攻坚克难 、 披坚执锐 、
推动发展的勇气与决心。

三要涵养正气。 治疗干部的“软骨
病”，重在涵养正气。 党性强，则骨气硬、
正气足，才有精气神。 因此，必须始终坚
定理想信念， 不断提升思想道德水平，
以谨慎之心对待权力，以淡泊之心对待
名利，以警惕之心对待诱惑。 只有这样，
才能秉持一身正气，挺直自己的 “精神
脊梁”，才能始终走正路、干正事 、讲正
气，永葆坚强党性。

罗真如

11月20日上午，星辰在线总编
辑何旭在腾讯微博中称：“昨日网
站例会。 我们终于形成一个决议：
撤销娱乐频道， 星辰在线在本届
CEO执掌期间， 不再呈贡任何奶
牛虎哥们的艳史八卦。万一娱乐圈
出现有价值的消息，本网在新闻栏
目里转载或报道。 ”

在当前娱乐和娱乐新闻“低俗
化” 几成业界常态的时代背景下，
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站的CEO
敢于毫不犹豫地拒绝低俗炒作，甚
至撤销当下大多数网站无不倚重
的娱乐频道，彰显了媒体和媒体人
的责任和良知。

娱乐新闻低俗化， 与有偿新
闻、虚假报道、不良广告一道，被公
众看成当下中国传媒业的“四大公
害”。 媒体“明星取代模范，美女挤
走学者，绯闻顶替事实，娱乐覆盖
文化，低俗代替严肃”绝非危言耸
听， 这些冲击读者的眼球炒作，赤
裸裸地呈现着粗鄙和恶俗，满足了
一部分人的病态欲求，颠覆了传统
的审美价值，不仅降低媒体自身的
公信力，还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造成相当恶劣的影响。

原创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
卢汉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媒介不
只是传递信息，还告诉人们世界是
什么样子，媒介是人的延伸。”作为
得公共资源之先的媒体，天然地具
有社会教化的作用。引导人们树立
正确的意识，是媒体理所当然应该
负起的责任。所以，做一个有良知、
负责任、敢担当的媒体，是现代大
众传媒追求的目标。 办报刊也好、
建广播站电视台也好、经营网站也
好，都应该将公共性和公益性摆在
首位，切实担负起对大众进行人文
教化的社会责任。

媒体低俗化炒作成风，根本原因
可能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
厄所指出的那样：新闻炒作的直接目
的就是“引起轰动”，而最终目的是获
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诚然，我国媒体
竞争日趋激烈，作为给受众提供娱乐
消遣的娱乐新闻， 越通俗越受欢迎，
导致某些娱乐新闻为了赢得受众不
惜降低格调，甚至媚俗。不过，作为一
个有良知、 负责任和敢担当的媒体，
理当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既要坚守公
平正义的价值判断、仗义执言、抨击
时弊，更要始终保持清醒自律，不随
波逐流， 在众声喧哗中激浊扬清，毫
不犹豫地拒绝低俗炒作。

道德“变现”
是有益尝试

苑广阔
如今,道德模范人物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社

会尊崇 ,各地通过探索“以德贷款”、“爱心银行”
等多种新颖形式 ,让道德“变现”,让模范人物“名
利双收”。 辽宁营口市下土台村的王艳因为是村
上“十星级文明户”,连续5年凭借这一称号 ,先后
获得30余万元的贷款 , 解决了创业发展中的难
题。 （11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

所谓“以德贷款”，就是让那些已通过有关方
面认定，具备较高道德素质的人，可以不用通过
抵押任何财产，就能够获得银行的贷款；而“爱心
银行”则是把当事人平时的善行善举，以虚拟货
币的方式储存起来， 等到当事人自己需要帮助
时，由有关方面对其进行帮扶救助。

不管是“以德贷款”还是“爱心银行”，其共同
之处都是一种道德“变现”，即让那些具备爱心善
心，多行善举义举的人，能够在得到精神鼓励的
同时，还能够享受到现实的利益。 这种道德领域
的尝试，其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首先一点，让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楷模”和
“文明标兵”能够得到各种形式的物质奖励和现实
利益，符合“好人有好报”的传统道德观念，可以更
好地激励他们今后多做善事，多行善举，进而推动
整个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 其次，通过各种灵活的
方式让道德“变现”，除可以激励当事人自己外，势
必会带动更多的人向善向美， 进而在整个社会形
成一种积极向上的道德风气。

道德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既不可能一
蹴而就，也不可能依靠某一项举措就一劳永逸，但
是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通过“以德贷款”“爱心银
行”等灵活的方式，来实现道德“变现”，来让我们这
个社会的道德标兵和楷模们获得精神激励之外的
更多鼓励，进而引导和激励更多的人“见贤思齐”，
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郑文

为解决市民如厕难 , 山东济
南市城管局将牵头组织市区沿街
单位共同成立“厕所开放联盟”,目
前已有50余家单位明确表示加入。
（11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

城市如厕难，几乎是令民众头疼
的问题。 济南市城管局牵头组织“厕
所开放联盟”，由自愿对外开放厕所的
单位组成， 城管部门制作统一标识，
分发给厕所开放单位。 市民看见有标
记的单位，就可以直接进去“方便”。

沿街单位企业开放厕所已成
为一种城市管理趋势和需要。 据
悉，广州市上半年已增设开放44家
沿街单位内设厕所。但如何让沿街
单位企业自愿开放厕所，无疑是对
城市管理智慧的考验。如果用行政
手段强制推进，将面临着于法无据
的尴尬。通过一种较好的措施加以
引导，充分调动沿街单位企业延伸
公共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济南
市通过联盟协约的方式，将单位企

业的社会责任延伸至公共服务领
域， 是社会管理服务的创新之举，
值得肯定与赞赏。

“厕所开放联盟”体现开放与包
容的品性。是否开放厕所由单位企业
自行决定，“联盟”在尊重单位企业自
主权利的基础上，不采取单边的行政
强制推行，而是通过倡导来培养单位
企业的公共服务意识，使之能担当起
可以接受的社会责任。

从沿街单位企业自身利益而
言， 开放厕所确是件自找烦恼的事
情，它增加了厕所卫生的管理难度，
有时也给内勤安全管理带来新的问
题， 这也是一些单位企业不愿意开
放的顾虑所在。 “厕所开放联盟”其
主旨意在参与， 倡导厕所开放的公
益性和社会性， 并且给单位企业尝
试参与预留更大的余地， 从而避免
开放厕所昙花一现的结局。

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
需要举全社会之力。济南组建“厕所
开放联盟”，真正把解决百姓实际问
题作为出发点，值得各地推而广之。

■一句话评论
从今年5月起， 河南周口市开

始了一项为期数月 、 颇受争议的
“平坟复耕 ” 工作 。 到目前为止 ，
已有200多万个坟头先后被平掉 。
据介绍， 自11月16日， 国务院修改
《殡葬管理条例》 部分条款后， 该
市 “平坟复耕” 工作已暂停推行。

———可谓 “醉翁之意不在墓，
而在地”。

近日 ， 武汉市多家旅行社新
增了一项规矩 ： 继老年人报团受

限后， 拒绝28岁以下市民报云南特
价团。 业内人士透露， “85后” 熟
悉网络 ， 报团之前多会在网络了
解市场行情与价位 ， 即便跟团到
了购物景点， 多不会出手购物， 导
游拿不到提成。

———搞年龄歧视 ， 只会让旅
行社自毁发展的根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数据
显示 ， 中国国民的储蓄率从20世
纪 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 。
2009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
了18万亿元 ， 储蓄率在全世界排

名第一， 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
———高储蓄率背后 ， 折射出

社会保障的短腿。
找到一份好工作 ， 武汉大学

硕士研究生三年级男生曾凡 （化
名 ） 花 费 上 万 元 整 容 ， 他 认 为
“变脸 ” 后可扫除一切求职障碍 。
为找到一份好工作 ， 不少大学生
不惜在自己脸上 “动刀”。 来自武
汉协和医院的统计显示 ， 目前整
容大军中， 大学生占了三成。

———找份理想的工作，终究要
靠过硬的真本事。 （点评 李特）

媒体应毫不犹豫拒绝
低俗炒作

“厕所开放联盟”值得期待

谨防干部“软骨病”

■新闻漫画

广州一城管队长王宝林日前
分别以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中院过
堂审理。 庭审过程中，王宝林称行
贿人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行贿 ，这
些中间人有权有势， 如果不收得
罪不起。 （11月19日《新快报》）

金钱面前，官员该如何选择？ 这其实是一个
很简单的选择题，但凡还有党性原则、
对法律有足够的敬畏之心， 就会毫不
犹豫地拒绝。 但事实却是，在一些人看
来，这种选择却是难上加难，不单单是
难以抵制金钱带来的诱惑， 更重要的还
有，行贿人往往通过有权有势的中间人，使得
官员在抉择是否受贿时有所畏惧和权衡。

其实，“不敢不收” 实际上是另类的贪腐理由，
体现的是一种权力无所掣肘失去监督肆意妄为的
可怕生态，一种“一人得利则众人不能乘凉”的集体
腐败权力生态。 这种权力生态需要引起重视，唯有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 构建反腐败的
“隔离带 ”，突出反腐败的 “高压线 ”，完
善惩治机制，才能避免“不敢不收”突破
制度防线。 漫画\李宏宇

“不敢不收”，另类贪腐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