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家庭中，“孩子”是聊不
完的话题。 即将过去的2017年，有
关孩子的热点事件， 一经曝出，都
产生了强烈的舆论共鸣。无论是对
托幼机构乱象的声讨，还是关于幼
儿园安全的忧虑， 抑或是小学生
“三点半”放学的问题，家长们似乎
一直都在关注着一个焦点：孩子交
给谁才放心？

要想减少家长的困扰，社会
各界应合力为孩子筑起安全屏
障。法律对虐童的惩戒，应该得
到更严格的执行；幼儿教师的准
入制度，必须经得起检验。当然，
“陪伴才是最好的托付”，家长也
应付出更多时间，身体力行去陪
伴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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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剑锋

这些天，接送外甥上下学。等
待中， 发觉家长们谈论得最多的
居然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一
“髙大上”的话题。大家认为，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不仅为明年及今后
经济工作定下总基调， 更与我们
每个人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

比如，打赢蓝天保卫战。大家
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
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调整能
源结构， 加大节能力度和考核，调
整运输结构，充分体现国家治理大
气污染的决心。为此，我们有理由
对打赢“蓝天保卫战”充满信心。

再比如， 对小学生课外负担

重、择校热等问题的关注。小外甥
虽然刚上小学三年级，但每天的家
庭作业十分繁重，很少能在晚上十
点钟前上床睡觉。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要解决好中小学生课外负
担重、“择校热”、“大班额” 等突出
问题，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
期教育服务问题。对群众关切的主
动回应，自然能引起群众的共鸣。

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就业
问题事关社会稳定。 解决结构性
就业矛盾，解决性别歧视、身份歧
视问题 ，受到中央关注 ，可谓 “想
人民之所想， 解人民之所急”，事
关每个家庭幸福。

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近年来，养老金区域不平衡、部分

地区收不抵支问题凸显，备受离退
休人员关心。实行养老保障全国统
筹，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余缺、
分散风险，增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可持续性，有助于均衡区域间
企业和个人负担，促进形成更加公
平市场竞争环境。

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医疗
领域。“大医院一床难求，小医院门
可罗雀”、手续繁杂、重复检查、“各
自为政”现象，一直是医疗业的突
出问题。探索解决应对医疗、养老
资源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成为
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打击网上诈骗和倒卖个人信
息。近年来，网上虚假信息诈骗事
件频发，引发广泛关注。互联网时

代，放心使用互联网信息，是具有
新时代标志的民生。 确保互联网
安全，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完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特别是长期租赁，完善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
制”，是实现“住有所居”和房地产
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注的每
一个问题 ，都是群众 “看得见 、摸
得着” 的现实问题， 与群众幸福
感 、获得感紧密相连 。所以 ，群众
才会看过来， 才会与自己每天的
工作和生活联系起来。

紫静

党的十九大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
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党的政治建设
是最重要的，是统领、是核心，是其他建设
的“灵魂”和“根基”。

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着党必须旗帜鲜
明讲政治。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
保证党的政治方向不偏、 政治原则坚定、
政治路线正确，才能统一全党意志、凝聚
全党力量。抓住了党的政治建设，就抓住
了党的建设的魂和根。一个有灵魂、根基
稳固的政党才能在新的征程上迈步更稳
健，走得更远。

应该如何把“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核
心建设落到实处呢？笔者认为，首先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要在政治立场、政治
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敢于
同各种违反重大政治原则的思想和行为

作斗争，自觉形成尊崇党章、遵守党纪的
良好习惯。

二是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按程
序、规矩办事，坚持不懈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历来是我们党强身
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对于这
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
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时时
处处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三是要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 拧紧思
想“总开关”，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腐朽、庸
俗文化的侵蚀，坚定理想信念宗旨，堂堂正
正做人，勤勤恳恳谋事。

四是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党性是党
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全
党同志都要经常性地进行党性分析，做到
自警自省、慎独慎微，把党的原则、党的事
业、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面对大是大非
敢于亮剑，面对急难险重任务敢于负起责
任、挑起重担，迎激流、涉险滩。

李云勇

12月22日 ，英雄烈士保护法
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制定英
雄烈士保护法是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崇
尚捍卫英雄烈士，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的必要措施。

近期 ，电影 《芳华 》成为票
房黑马 。 关于电影技巧略过不
提 ，而影片中战斗英雄 、独臂英
雄刘峰沦落到讨生活被羞辱殴
打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倒是真
实存在 ， 也凸显了为英雄立法
的迫切性 。

烈士长已矣，死者为大，需要
尊敬。但前些年，恶搞英雄、恶搞
烈士却成为一股颇有市场的歪风
邪气， 愈演愈烈。 英雄总是少数
人，少数人的声音本就单薄，死去
的英雄更是无法为自己正名，若
再无法律撑腰，谁来为英雄说话？

活着的英雄需要善待。 和平
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流， 可战争
的阴影从未远去。假定《芳华》事
例为真，只会让人更寒心，活着的
英雄都得不到起码的善待， 更遑

论得到尊重。
多难的中国需要英雄。 中华

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
史上战乱频仍，“千里无鸡鸣，白
骨露于野”；近代外敌入侵，列强
侵略；当今也是强敌环伺，同时，
地震、洪灾等自然灾害时常发生。
如果我们平时不爱惜英雄， 不善
待英雄，一旦战时急时，有几人愿
意挺身？

时代呼唤中国英雄法。 多年
来 “好人难做”，2017年 《民法总
则》出台，以立法形式倡导公民见
义勇为，鼓励民众大胆做好事。然
而，英雄比好人更难得，我们同样
也需要一部英雄法。 只有不让英
雄流血又流泪， 才能让民众好好
学习和争当英雄， 英雄的旗帜才
能高高飘扬。

为先烈立法， 是世界通常的
做法，不少国家对诋毁、污蔑英雄
先烈者实施相应的法律制裁。英
雄烈士的名誉，国家立法来守护！
英雄烈士的待遇， 各级政府来善
待！为英雄立法，让正气长存。只
有善待各历史时期的中国英雄，
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
断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李瑞梅

临近岁末年尾，防范、遏制传销又成
为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近日，沈阳警方
成功侦破一起涉及25个省（市、自治区）的
特大传销案件。警方共刑事拘留犯罪嫌疑
人24名， 查扣涉案现金3.64亿元人民币，
扣押机动车12辆，查封房产5套，一举打掉
了以孟某为首的犯罪集团。

传销是市场经济的毒瘤。 几个月前，
一名大学生被骗传销溺水身亡，天津曾大
规模打击清理辖区内的传销组织。对于传
销诈骗，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必须增
加有效就业，让更多的人通过有效就业获
得生活尊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
传销组织生存的土壤。

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 产业结构调
整，导致部分行业就业需求下降，就业供
需矛盾更加突出。很显然，如果能提供有
效的就业岗位，人们误入传销组织的概率
将大大降低。一方面，政府应大力扶持实
体经济发展，鼓励全民创新创业，创造更
多有效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政府要搭
建就业平台、畅通就业渠道、做好就业工
作监管，当好就业公平的“守夜人”，让就

业者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如今，传销组织常常以高薪就业为幌

子， 欺骗急于寻找就业机会的求职者，一
些人不明就里陷入到了传销的泥淖 。因
此，增加有效就业，必须整顿劳动力市场。
大力培育权威性的招聘网站品牌，加强网
站与各大中小微企业的联系，实现就业渠
道统一化和规范化；同时强化劳动力招聘
市场监管， 对就业网站实行事先审核认
证，严把岗位提供“入口关”。

增加有效就业， 就必须大力倡导劳动
致富的理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发财
致富的理念确实在发生变化。 当一些群
体的风险投资或各种租金收益远高于普
通人工作收入的时候， 确实会给社会带
来一种不劳而获的暴富印象。 而对普通
人来说，理解不了别人发财的内在逻辑，
却梦想创造同样的财富奇迹， 是很多悲
剧的根源。可以说，传销骗局的滋生程度
和一个社会追求暴富逆袭的焦虑感，很大
程度上是成正比的。

铲除滋生传销的土壤很难一蹴而就，
但尽可能增加有效就业， 缩小收入差距，
减少灰色地带的财富神话，就能让社会整
体拥有更平和的心态。

民生实事就要“看得见摸得着” 政治建设是党建的“灵魂”和“根基”

增加有效就业，
是遏制传销的重要一环

为英雄立法，让正气长存

勿让家长为孩子的“托付”纠结

新闻漫画

杨福音

范仲淹和他的 《岳阳楼记》，
千年来成为人们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生动教材

宋仁宗庆历三年， 范仲淹由副宰相贬知
邓州（即今河南邓县）。两年后，贬到湖南岳阳
的好友、 同年考中进士的滕子京约请他写岳
阳楼记。

范仲淹，江苏吴县人，26岁中进士，北宋
前期政治家。入仕前曾多年在书院讲学。早在
秀才时即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抱负， 自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宋代
初期，学风开阔，胡瑗（教育家）之道德，欧阳
修之文章，范仲淹之气节，堪称三鼎足。

范仲淹接到朋友的托请， 正是政治上不
得意之时， 他想到青年时的抱负何时得以实
现，他当然要借这篇文章一吐心中郁闷。洞庭
湖上，君山一点，岳阳楼头，他要做这千年一
记。他虽被贬，却一点也不消沉。他昂扬的志
气，像洞庭湖水一样翻腾起来。他从“若夫霪
雨霏霏”，写到“至若春和景明”，是想要告诉
人们，不管逆境，还是顺境，总要“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不愧为
这一时代开风气的人物，他的君子之德，政治
家的胸怀，是要感召时人的。所谓开风气，就
好比一阵春雨过，万物皆发生。君子之风，闻
风而起。一人在前引路向上，人人争相跟着向
上。

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不仅感召时
人，更启迪后人。千年以来，这篇经典之作已
经成为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动
教材。

从春秋至明清， 读书人志在
求道 ，求治国之道 ，求天下太平
之道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即士，即知识分子。
他们的人生目的、志向在求道，求治国之道，
求天下太平之道。何谓道？道即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就是庄周讲
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指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外王即是治国、平天下。而其根本
在修身。但不是每个读书人都有机会参与治
国、平天下的。何况你今天参与了，明天也许
要退出。这样，摆在读书人面前的，就是两条
路，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藏不是消极

的，只是离了庙堂，藏于民间。在民间授徒讲
学，以传其道。

读书人的君子之风，君子之德，在我国，
古已有之。像伯夷、叔齐兄弟争相让位，不食
周粟， 隐居山中采薇而食， 最后饿死在首阳
山。这种大志大勇，高风亮节，特立独行，丝毫
不苟且的古之仁人，他们超时空的美德，正是
上古情怀，后世模范。

春秋战国时， 贵族已初具知识分子原始
雏形。他们讲究道德，人格高尚，意气豪放。他
们指点现实，对理想满怀积极的向往。屈原就
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他的志向从小就远
大，“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他要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昆仑兮食玉英，与
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他看到现实的
丑恶， 无限悲凉地喊道“吾不能变心以从俗
兮，故将愁苦而终穷”。屈原以完美的人格、闪
耀的才情成了万世景仰万代勿忘的圣人。

古时农家子弟读书， 一年之中有三个月
冬天可以利用。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有得十
年寒窗，书读得大致可以了。像东汉，政府兴
办太学，学生多至三万，真是壮观。战国读书
人意气飞扬，西汉读书人纯朴厚重，春秋及东
汉读书人则儒雅风流。 他们有平民式的书生
式的超凡脱俗，同时亦不脱豪迈气概。

苏武的故事是人人尽知的，苏武出使匈
奴，匈奴重视他，要他留下，苏武不同意，匈
奴人就软禁他。小时候我看戏，看到大雪纷
飞， 苏武扯下旃毛和雪充饥， 眼泪就流下
来。 匈奴人又将他送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
去牧羊，说等羊生了小羊就放你。其实所牧
放的都是公羊，匈奴人骗了他。苏武在那里
以捕野鼠吃草为生，过了19年，其志不改。
他的操守，他的守节不屈，成了后世人人学
习的榜样。

两晋读书人向外发现自然，向内发现深
情。他们一往情深，虽则悼念友人，亦有惜美
之意。他们精神自由，让自己像一朵花样开
放。王羲之就说：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
游。他们注重人格之美与同情之心，如阮光
禄有好车，人借均给，某葬母欲借而不敢言。
阮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
焚之。

唐代读书人有豪杰之气，如李白“天生我
材必有用”“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至于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可谓唐代标准之士。他
提倡古文，按他自己的说法，“好古之文，乃好
古之道也。” 他要恢复上古读书人的担当情
怀，真是有豪杰的志向。

至两宋，先是王安石与司马光新旧之争。

后湘人周濂溪以一县令，置身党争之外，继颜
子之学，用则行，舍则藏。以退隐讲学为生，为
道学之开山，于是理学兴起，经二程，至南宋
大盛，由朱熹集大成。

南宋末年，国之将亡，文天祥说：“国事至
此，予不得爱身。”数度抗元失败，再移兵广东
潮阳，兵败五岭坡被俘，一路千辛万苦，被元
将押送京城。忽必烈劝其投降，文答“愿一死
足矣！”他的《正气歌》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青照汗青”的诗句光照日月，气壮山河，
足以感天地泣鬼神， 成为宝贵的民族精神财
富， 文天祥亦是光耀天地永垂不朽的民族英
雄。

明代，王阳明在野讲学，其弟子亦不入
仕途。王本就一豪杰之士，在南京作闲官，日
与门人游山水间， 月夜环龙潭而坐者数万
人，歌声震山谷。又如中秋之夜，与弟子百余
人宴饮天泉桥，酒至半酣，狂歌曼舞，击鼓泛
舟，仰天长啸，如游于羲皇之世。而明末顾亭
林有句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时满清入
关，亡国在即，他欲维系中华民族文化生命，
避免横遭毁灭。

清代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总结的时
代，道光咸丰后，政权下滑。湘人曾国藩力挽
狂澜，曾有言“吾令读书人率农夫以平天下”。
义和团后，朝廷日益衰弱，社会责任落到李鸿
章、文祥等清流派之肩上。戊戌政变失败后，
谭嗣同送梁启超到日本领事馆避难。 由于不
懂日文，只好与日本人笔谈。谭嗣同写道：“梁
君甚有用，请保护之。”日人写道：“君亦应留
此。”谭嗣同一笑置之。其时，梁启超面如土
色，谭嗣同则意气洋洋一如平日。后有人问谭
为何不一同留在日使馆， 谭答：“中国眼看将
被瓜分，我没有心再活下去了。”谭嗣同入狱
后在牢房墙上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
肝胆两昆仑。”临刑前，仰天浩叹：“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中国共产党人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今天读书人依然要
养浩然之气

至20世纪，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干革
命，更是英雄辈出，可歌可泣。有李大钊的“铁
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夏明翰的“砍头不
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
人”；还有毛泽东诸多瑰丽诗篇词章，更有无
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 成为现代史上光
辉灿烂的颂歌。

孟子说要养浩然之气，即是要树正气。人
的内心总是要翻腾的， 要有志气， 要尚气立
节。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我们怎么能
将它去掉呢？我们要对先人有敬畏之心，要学
会认识传统，尊重传统，要用先人的美德来养
育自己。 当然我们不会拒绝来自人类任何一
方的精神财富，只是我们要警惕，不要没学像
他人，最后还忘记了自己。

读书人的担当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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