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炼金

今年的高考已结束多日 ，但
围绕高考的故事远未结束， 其中
最为各方关注的， 莫过于安徽石
台县一女生考试中遭正常程序
“误伤”的事情。

6月7日上午， 安徽石台考生
圆圆（化名）在语文考试中，因监
考老师手里的检测器检测到异
常，她的眼镜被收走。虽事后检测
眼镜并无问题， 但作为近视400
度的考生， 没有眼镜的后果可想
而知；更重要的是，被怀疑作弊后
带来的心理压力， 都有可能影响
考试的正常发挥。事情发生后，考
生多有不满， 家长也申请讨要说
法，但是监考部门认为，监考老师
的行为符合正常程序。

相信大多数人都能体会出高
考对于考生的含义。十二年寒窗苦
读，为的是冲刺这场改变自己人生
轨迹的考试。教育部门以及考试监
管部门， 严厉打击各种作弊行为，
保证考生享受公平公正的考试机

会，这本无可厚非。但程序上的公
平正义， 不能以误伤个体为代价。
对于监考部门来说， 这样的插曲，
于整个考点、乃至整个全县的监考
工作来说， 只是一次微小的失误，
但是对于这位考生而言，可能改变
她今后人生的轨迹。

最能理解学生的莫过于老
师。作为监考老师，理应比其他人
更了解考场上考生们保持正常心
理状态的重要性。 即便出现始料
未及的情况，监考老师有义务，更
有责任尽量减轻、 缓和突发事情
对考生的影响，一句道歉，一个安
抚，在那种关键场合尤显珍贵。

考试最重要的是追求起点公
平。高考成绩即将公布，如果这位
考生成绩还算理想， 与自己的预
期没有多大差距， 这场误伤或许
可以限于“茶杯里的风波”。否则，
一句“程序正常”，显然难以让考
生及其家长接受。起码，为何探测
仪会对一副并无奇异之处的普通
眼镜检测出异常，这样的差池，其
责任显然不该由考生来承担。

去年11月， 国家10部门全
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发文言
犹在耳 ，垃圾 “上山下乡 ”却再
次抬头———近日有媒体报道 ，
陕西一些城市垃圾被运出城
后，在乡村周边堆砌成山、污染
环境。

出城围村的垃圾， 纵然令
城市少了刺激感官的异味 ，但
却时刻牵动着菜篮子、米袋子、
水管子的安全。事实上，离开农

村的城市无异于无源之水 、无
本之木， 污染乡村就是在污染
城市。

垃圾治理贵在守土有责 、
持之以恒。 有关部门应立即行
动起来，以无害化处理为底线，
既监管好城市垃圾运输、 处理
全过程， 又切实保障农村人居
环境 ，谨防青山绿水的 “乡愁 ”
变承载庞杂垃圾的“乡臭”。

文/�林迪 画/朱慧卿

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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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这几天， 安徽歙县王村镇副
镇长洪升无意间成了“网红”：6月
15日，在去县城送材料途中顺便
接单时被查，同时被举报至纪委，
一时引爆舆论场。

在我国公务员序列中， 副镇
长是正儿八经的公务员，属“体制
内的人”，而专车司机是“妾身未
明”的灰色职业，收入高低姑且不
论，似乎不是公务员该干的活。

这位副镇长干起了网约车
司机的兼职，原因很简单，也很现
实：上要侍奉年事已高的父母，下
有孩子要养，3000多元的月薪难

以为继；自己又有痛风的毛病，为
了尽快偿还治病后的欠债， 他选
择了开网约车。事件曝光后，涉事
副镇长不掩不饰，不推不诿，向公
众一五一十交代事情原委， 并表
示“不管组织怎么处理，我都坦然
接受”。

靠干点私活贴补家用， 洪升
的遭遇与窘境虽有他个人的特殊
性， 却触及基层公务员工作收入
菲薄、生活压力大的痛点。正因为
如此， 绝大多数网友对该副镇长
表示出同情和理解；同样，无论传
统媒体抑或自媒体， 对事件的跟
进、评论，明显有着一种不曾多见
的体谅、宽容。

在刚性的制度面前， 对就是
对，错就是错，没有模糊地带。这
位副镇长兼职遭举报， 相关部门
介入调查，理所当然。但冷冰冰的
制度要考虑温热的人情， 也是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 联想到前不久
媒体报道的那位 “偷鸡腿的”母
亲， 尽管偷窃是她无法抹去的污
点， 但社会各界照例给予了她意
想不到的关心。

当然，也有媒体虽同情这位副
镇长，却简单引用网友的跟帖作标
题，称这位“不偷不抢不腐败的副
镇长还挺难得”， 似乎很多基层干
部在“偷”“抢”或“搞腐败”，难免给
人“高级黑”基层干部的印象。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基
层不易，工作在基层辛苦。管理好
基层公务员这支队伍， 既要严惩
“雁过拔毛”的微腐败，同样要对那
些踏实干事的基层干部多一些鼓
励，多一点待遇，多一些支持，让他
们放心、安心、尽心在基层工作。

实际上，这些年来，从中央到
各级政府， 越来越关注基层公务
员的生活、工作条件，并在条件允
许的前提下， 努力解决他们的实
际困难。比如湖南，各级政府从组
织建设、硬件设施、上升通道、待
遇补贴等多个方面发力， 出台实
实在在的举措， 有真金白银的支
出，力挺广大基层公务员。

南华大学党委书记 王汉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 ，强化思想
引领 ， 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要抓好培养
高素质教师主力军 、 发挥课堂主渠道作
用、主导宣传舆论主战场三个重点。

大力培养高素质教师主力军。大学时期
是一个人价值观、 世界观确立的关键期，高
校教师则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排头兵、学生人
生方向的引导者。因此，一定要努力提升高
校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强
化其育人意识与责任意识；加强教师马克思
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学
习，使之内化成为教书育人的思想根基和强
大本领。要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资格
准入要求和教育职责，确保教师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
责、守土尽责。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是大非
问题上，教师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
打好主动仗。 高校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 培养造就一支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坚
定，能够肩负起教育学生、感染学生、引导学
生健康成长的教师主力军。

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切实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
堂 、进头脑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加大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改革力度，
变单一的灌输式教学为启发式、 互动式、
探索讨论式教学；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专
业教育的有机融合，不断增强高校师生对

各种错误思潮的辨别和抵制能力； 敢于直
面社会现实与矛盾， 及时回答学生关注的
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想方设法让学生在
“和风细雨”中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积极主导宣传舆论主战场。面对互联网
技术和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高校意识形态
工作必须审时度势、牢牢把握好高校宣传舆
论的主导权。要不断巩固校报、校广播电视
台等传统主流媒体，抓好各类讲座、论坛、报
告会等思想理论阵地的建设和管理；要努力
提升校园网的宣传教育功能，通过汇集各种
教育资源，如开设网络公开课、名师讲堂等，
使校园网成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要大力推
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鼓励高校宣传
部门牵头搭建官方微博、微信等宣传舆论新
平台，主动占领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新媒体
阵地；要不断丰富正面宣传内容、提升传播
速度、扩大传播范围，建立健全舆情处置机
制，进一步提升运用各类媒体开展宣传舆论
工作的能力，切实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

胡建兵

“坦率讲，咱们一些地方和部门，确实也
存在‘糊弄’企业和老百姓的情况。明明发了
新文件，却仍拿以前的旧文件来‘卡’人家。”
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
理犀利发声。当天会议决定，在前期已宣布
失效489件国务院文件的基础上，再宣布失
效并停止执行506件国务院文件。

近年来 ，国家持续简政放权 ，各级政
府的行政权力被大大压缩。权力小了甚至
没了 ，在一些部门和个人看来 ，就等同于
“油水” 少了。 他们对此既不习惯也不甘
心， 便利用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拿
已经废止的旧文件来糊弄民众：不该收的

费用收了 ，该减免的不减免 ，该给老百姓
好处的不给。哪个文件对自己有利就执行
哪个，哪怕是30年前的废旧文件 。这样瞒
天过海，说白了就是为利益所驱使。

用废止的旧文件“卡”人，说轻一点是
糊弄百姓 ，往严重一点讲 ，是渎职违法行
为 ，不仅使文件的严肃性打了折扣 ，也严
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和政令实施。

产生这一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有关职能部门既没有做好宣传，也没有
收回废止的旧文件，更没有监督这些文件
是否真的废止。

只有加强对旧文件废止情况的监管、
严厉追责用废止旧文件“卡”人个案，才能
让那些别有用心者收手收心。

副镇长开专车
戳中基层公务员“痛点”

岂能用废止的旧文件“卡”人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抓好三个重点

� � � �王汉青 通讯员 摄

莫让程序“误伤”无辜 新闻漫画

谨防“乡愁”变“乡臭”

（紧接1版）赶上来的家人大声训斥，男子躲闪
扭动，眼神无助而哀伤。

“我感觉自己当时就像触电一样，这双眼
睛一下子就刺进了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时
隔近36年，唐江萍回忆起这个眼神，依旧备受
震撼。“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因为生
病却不被理解和善待。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
留下来帮助他们。”

那双无助的眼睛成为她坚守36年的动力
之源，不管身在何处、何种岗位，唐江萍总是
用最柔软的情愫对待自己的病人。

长沙市精神病医院曾经收治过一位患妄
想症的病人， 他总觉得有人在自己的饭菜中
下毒，一直拒绝进食。唐江萍担心他这样长期
不进食，会承受不了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
总是耐心地劝他吃饭。有一天，唐江萍端着饭
碗准备要他吃饭， 这位病人突然端起饭碗就
扣在她的头上，饭、菜、汤洒了唐江萍一身。第
二天，为了让病人相信饭菜没有毒，唐江萍自

己先吃一口，再喂他吃一口。就这样，唐江萍
整整“陪吃”了3个月，直到病人的情况好转。

为病愈患者回归社会设立
“中转站”

6月17日10时许，当记者赶到长沙心翼会
所时，会所各部门已经各司其职地忙开了。文
书部忙着编辑当月的《心翼月报》，就业部整
理资料、 联系过渡就业岗位， 生活部开始洗
菜、切菜，文宣部组织会员看书、画画……俨
然一家普通公司的工作景象。

由唐江萍一手创办的长沙心翼会所，是
大陆第一家社会公益性精神康复会所。 这里
没有医生和病人，只有职员和会员。每个工作
日，他们在这里度过轻松而充实的一天。

在精神病医院工作几十年， 唐江萍一直
在思考一个问题： 怎样真正让精神病人回归
正常的生活轨道。“以往精神病人只能靠单纯

的药物控制，较容易复发，常常陷入住院—出
院—再住院的恶性循环。”她觉得，应该完善
除药物治疗之外的康复体系， 搭建一个从医
院到社会的“中转站”，才能从源头解决精神
病人愈后无法回归社会的问题。

2007年， 在香港嘉道理慈善基金会的帮
助下，长沙心翼会所正式成立，只要是有意愿
的精神病人，都能免费入会成为会员，享受职
业训练、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等服务，并重获
友谊、重新回归家庭、重获教育或就业机会。
经过9年的发展，会所现有会员670余人，其中
100余人实现独立就业，杨阿姨就是其中的一
员。

“我是会所的第一批会员，这里是我的第
二个家。”杨阿姨告诉记者，自己有社交恐惧
症，最怕和人打交道，根本都不愿意出门。后
来，我听人介绍便到了心翼来。这里没有医生
和病人，只有职员和会员。大家都是平等的，
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我每天
过得充实又快乐，社交恐惧症也慢慢好转了。

“我现在在一家医院的门诊楼负责楼层保洁，
有了工作就有了出门的动力和热情， 真好！”
杨阿姨开心地说。

如今，精神康复会所的“心翼模式”已经
在长沙市得到推广， 但唐江萍觉得还远远不
够：“不止是心理会所，‘庇护工厂’、‘中途宿
舍’，都是病愈患者回归社会的‘中转站’。我
们要创造更宽松包容的环境， 让他们可以工
作和生活得更好。”

从付出爱到收获爱，“一切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5年8月，唐江萍感觉身体不适，到湘
雅二医院一检查，右肺腺癌晚期。远在大洋彼
岸的弟弟力邀她去美国接受治疗，9月初，她
启程赴美。

离别前， 院里的医生护士们自发组建了
一个微信群，取名叫“望月”。“一来是唐院长
最喜欢《望月》这首歌，二来是想告诉她，虽然
大家身处地球的两端， 但只要她抬头看看同
一个月亮，就知道我们在牵挂着她。”

治疗的痛苦不言而喻， 但唐江萍却每天
都精神奕奕。她说：“身为精神科医生，平时总
是劝病人和家属要乐观坚强。 我怎么能带头
垮掉？”在这股信念和意志的支撑下，她的治

疗效果和精神意志被美国医生评价为“a-
mazing（奇迹）！”

2015年12月底，唐江萍完成治疗回国。带
回国的唯一“礼物”，是一沓关于美国精神病
医院和心理会所发展情况的学术资料。“你是
去治病的，不是去考察学习的。”副院长沈雪
芝向她抱怨道。“我是个医生，既然去了，就该
把人家的好东西学回来。”唐江萍回答得很坦
然。

唐江萍生病外出治疗的消息， 一直都瞒
着其他人尤其是病人， 但总有细心的病人注
意到了她的长期“旷工”，有一次，几位病人跑
到沈雪芝的办公室，追问唐院长的“下落”。怕
影响病人的康复情况， 沈雪芝只得骗她们说

“唐院长要出国学习一段时间”。病人听完，有
些失落却温柔地说：“请你转告唐院长， 我们
都很想她，盼着她能早点回来。”

当天晚上， 沈雪芝将病人的话转告唐江
萍， 唐江萍的心里既感动又安慰。“一直以来
总觉得自己是在单方面地付出爱， 很少能从
病人那儿得到爱的反馈。”她告诉记者：“看着
他们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 一点一点找回曾
经的自己，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用炽热爱心抚慰特殊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