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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连日来，暴雨袭湘。各个版本的天
气预报信息、防灾攻略、防汛抗灾视
频在微信群、 微信朋友圈广为转发，
很多单位或个人因此严阵以待、周密
安排， 调整或取消了外出活动计划。
然而，也有不少看客在网上发出各种
“冷嘲热讽”的声音。有人录制在湍急
的河流中行车的视频，嘻嘻哈哈以身
试险；有人把无关的淹水画面，移花
接木合成段子，故意迷惑“吃瓜群众”。

面对强降雨带来的各种风险隐

患，段子手的戏谑 、造谣 ，势必会消
解本该严肃的抗灾救灾、 安全防范
工作， 会麻痹百姓对可能存在的风
险和灾害的警惕性。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就以往经
验来看，每次灾情来袭，总有不负责
任的谣言、段子四处传播，造成不良
影响； 总有群众在雷雨天气故意刷
存在感，被雷电、暴雨、泥石流、山体
滑坡等所伤； 因暴雨天疏忽大意引
发的交通 、生产 、食品安全 、流行疾
病之类的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

洪水无情，“幸运” 只会降临在

有准备之人的头上。 如果这些人把
造谣、刷段子、看笑话的精力用在防
范和学习相关知识上， 很多本来不
必要的损失就可以避免！ 很多悲剧
完全可以预防！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几天湖南
强降水过程仍将持续， 汛情依旧紧
张。在灾害天气面前，任何形式的松
懈和麻痹都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各
地群众一定要居安思危， 多学点安
全防范知识， 多做一些未雨绸缪的
工作， 按最坏的结果进行提前部署
和防范。

眼下，主流媒体连续报道雨情、
灾情、 防灾须知， 权威信息广泛传
播。 特别是对各地党员领导干部众
志成城抗洪抢险事迹的报道， 给当
前的防汛抗灾工作注入了强大的正
能量。好事者在极端天气用谣言、段
子“抢头条”“博关注”，实属低级、低
俗，是必须抵制的负能量。

思危则有备 ， 有备则无患 。当
下，各地还须绷紧安全这根弦，以更
强的责任感， 对潜在薄弱环节进行
全方位扫描。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
才能将平安握在自己手里。

郭光文

某县发改局局长素以“摆平就是
水平”为人生信条。任职以来，几乎凡
是上面难批的条子、 外面难解的纠
纷、内部难了的矛盾，大都是由其“摆
平”的，是全县上下有名的“领导面前
会来事、外人面前会挡事、麻烦面前
会息事”的“能人”。可谁知好景不长。
最近，由于东窗事发，他因贪赃枉法、
变相行贿受贿和弄虚作假、套取国家
资金等问题，不仅落了个“双开”，而
且还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社会生活中，这种以“摆平就是
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无事就是本事，
妥协就是和谐”为处世哲学，对工作
不负责任，作风漂浮，得过且过，敷衍
了事， 甚至违法乱纪的人并不鲜见。
其实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些 “能
人”们“摆平”的往往恰恰是那些背离
行政程序、实行暗箱操作乃至掩盖犯
罪行为等见不得阳光的事情。在他们

的“超度”下，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被
简单化，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被复杂
化， 明显的违法乱纪行为被 “合法”
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摆平”的水
平越高，留下的工作后患就会越多，造
成的负面影响就会越大， 带来的实际
损害就会越重。由此可见，这种所谓的
“摆平”， 不仅摆开了党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 而且摆乱了人们认识事物
的是非观念，尤其是摆掉了“一切为了
人民”的根本宗旨。长此下去，既腐蚀
了干部思想灵魂， 又败坏了党的优良
传统，更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所以，
我们必须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一些党员干部包括个别党员领
导干部之所以奉行 “摆平就是水平”
的处世哲学， 判断形势惯用 “老黄
历”，处理问题迷信“潜规则”，从本质
上讲就是目无党纪国法，挑战党纪党
规红线，触碰法律法规底线。因此，如
果我们还把这种“摆平”当“水平”，就
大错特错！

赵强

“这几年，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
照顾，让我享受低保，渡过了难关。我
现在生活过得去，不能给党和政府添
麻烦， 请把我的低保取消吧。”6月19
日，涟源市湄江镇塞海村年逾古稀的
老党员、低保户朱国初拄着拐杖来到
村部，向村委会提出退出低保。

老人的话朴实而坚定，显示出做
人的善良与本分， 也折射出一名老
党员的高风亮节与自然而然的党性
自觉。

一份低保，对于富裕人家来说算
不上什么，但是对于一个刚刚从病困
中缓过气的家庭来说， 却很难割舍。
原来，朱国初的妻子4年前患子宫癌，
花费巨额医药费，如果没有低保的及
时救助，朱国初的家庭恐怕就会陷入
因病致贫的困顿之中。他的妻子需长
期服药，可以说至今仍未从贫困中完
全解脱，如果他不主动退保 ，也不会
有人苛责。但正是深知这份低保，对
于急困家庭意味着什么， 朱国初才
在家庭经济条件稍微改善之际 ，就
主动退出低保， 把机会让给更需要

帮助的人。
低保以及各项扶贫举措，旨在雪

中送炭。 要让这有限的资金急人所
急，救人于危难，除了需要科学的统
筹安排、廉洁公正的分配调度，更需
要受惠于此的人们， 能更多地像朱
国初那样，有推己及人的同理心，不
贪不占的知足心， 以善致善的感恩
心。如此，方能将政府与社会资源发
挥最大效用， 让扶贫脱贫工作更加
精准。

然而，在现实中，与朱国初老人
截然相反的行为也不乏其例。有开着
宝马领低保的， 也有的已经脱贫脱
困， 还要赖在贫困名单上不愿退出。
这些人显然是把扶贫脱困资源当成
了一种福利，滥用了政策善意与社会
爱心，挤占了他人更应享有的救济资
源。这种思想、道德上的贫困，无形中
给扶贫脱贫工作增加了阻力，助长了
“等靠要”的懒病。

老党员朱国初主动放弃低保，是
一种高尚的义利观； 他的行为选择，
不仅给思想道德贫困者树立了一个
标杆， 更为脱贫攻坚注入了精神动
力，足以令更多人感佩。

� � � �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甚至有
着显著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
就是人生风险。 我们的一生必须管
理好风险， 才能安全而舒心地走到
人生的彼岸。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
寄语财政金融学院毕业生

“福特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表明
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持续增强 ，
我们的产业供应链正在改善。”

———中国全国乘用车联合会
秘书长崔东树，欢迎福特到中国设厂

“科技进步应更好地提升人类
潜能，而非替代人们的工作。”

———达沃斯论坛发布的一份题
为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推动以人
为本的经济进步》报告，或许在为人
工智能指明方向

“如果错过中国，就会错过未来！”
———马云在美国底特律召开的

阿里巴巴美国中小企业论坛上向与
会的3000多名美国小企业主喊话

“天灾无情 ，人有情 。希望生还
的人更多，祈祷平安！”

———6月24日下午，中国乒乓球队
队员张继科更新微博， 为四川茂县
山体垮塌事故祈祷

� � � � 6月24日晚8点左右 ， 两辆前往茂县救援的军
车 ，途经阿坝黄龙机场一处停车场时 ，竟遭遇收费
员拦住 ：这是私人收费站 ，去茂县救援的军车也要
收费。

期间，收费员态度蛮横，说：“老天爷过去都得收
费！我管你们是干嘛的！”对此，四川九寨黄龙机场有

限责任公司次日回复，机场公司已成立调查组，对停
车场工作人员队伍进行了整顿， 并责令当事人立即
停职。

救灾抢险，人命关天。这处停车场的收费人员眼
里，除了钱，大概看不清其他任何东西了。

图/闵汝明 文/赵祁扬

莫把“摆平”当水平

主动退低保的老党员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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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

这处停车场竟向救灾军车收费

强降雨未结束 安全弦不能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