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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银平

近日， 由朱军主持的 《信中
国》 首期开播。 演员杨洋读黄继
光 在 战 斗 间 隙 写 给 母 亲 的 信 ，
“老戏骨” 张少华坐在轮椅上读黄
继光母亲写给毛主席的信。 至此，
黄继光不再是一个标签， 而是人
人都可理解的青年人， 是一个大
孝子， 更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英
雄。

作为 “70后”， 笔者至今仍对
董存瑞、 邱少云、 黄继光、 王二
小等英雄人物心存敬意。 无论是
为打通前进通道、 舍身炸碉堡的
董存瑞， 还是奋不顾身用身体堵
敌人枪眼的黄继光， 抑或为保证

部队潜伏安全而在烈火中永生的
邱少云， 他们都用自己的壮举宣
示着中华民族勇于战胜一切敌人
的民族精神。

让互联网时代的青少年学习
英雄人物， 了解英雄事迹， 就是
让他们记住历史， 知道自己从哪
里来。 为他们在还不够硬朗的骨
骼中植入钢铁属性， 让他们的信
仰崇高起来， 立场坚定起来， 行
为坦荡起来； 让英雄主义成为青
少年的精神压舱石。

当下， 我国正面临着多元社会
的转型， 中西方价值激烈碰撞， 历
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时不时兴风
作浪。 保证青少年身心健康， 需注
重从历史和传统中去汲取营养， 自

觉抵御享乐主义、 物质主义和奢靡
风气的干扰， 抵御 “躲避崇高、 消
解神圣、 嘲弄英雄” 等错误思潮的
侵扰。

前段时间， “不让孩子学刘
胡兰” 的论调居然在一部分人中
拥有市场， 这恰巧暴露出当下教
育的缺憾： 过分溺爱和娇惯， 而
不愿从灾难和失败中汲取营养 ；
过分注重分数， 而忽略了人格和
道德完善； 强调精致的利己主义
倾向， 而忽略了公共情怀、 公共
担当。 无论是发展格局， 还是精
神气象， 都比较小、 比较窄 ， 自
然也无法和超拔伟岸的英雄主义
对接， 使青少年对英雄行为产生
了距离感、 隔膜感。

《中国儿童道德 发 展 报 告
2017》 显示 ， 青少年在肯定性道
德判断上表现出明显的功利倾向，
在公共责任担当中有 “自扫门前
雪” 的心态。 虽然原因是多重的，
但与总是用软绵绵的糖化思维去
影响和约束孩子不无关系， 造成
他们精神缺钙、 阳刚不足、 价值
偏失， 无法以顶天立地的姿态参
与社会发展。

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
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
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
物之群。 ”社会和家庭要重视青少年
的精神和道德发展，多些英雄主义教
育， 让他们从小认识英雄、 学习英
雄、 崇拜英雄， 进而成为英雄。

唐剑锋

近日，一位领导在《人民日报》撰文
谈到：政德就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就是抓具体 、干实事 ；就是到田间地头
沾沾泥土味 ， 在基层一线晒晒 “健康
黑”；就是 “用实实在在的辛苦指数 ，换
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和地区的发展指
数 ” 。

政德是实事求是，不搞哗众取宠。群
众眼里的政德，掺不得半点假。 实事求
是，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搞好
大喜功的政绩工程，一切坚持从实际情
况出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 办实事，贵
在“一级带着一级干”，贵在“到工地、到
现场”。

政德是心里要装着群众。 近日，《中
国纪检监察报 》刊登一篇题为 《无私为
民好支书》的文章，读后很受启示。 陕西
省黄陵县双龙镇索洛湾村党支部书记
柯小海， 担任村党支书十几年如一日，
用忠诚与奉献，带领当地群众走出了一
条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路子。 当选村
党支部书记第一天，柯小海就和班子成
员约法三章———不贪不占不拖拉。 用柯

小海的话说：“要想干好农村事， 绝对不
能有私心”。

政德是做表率，不是“给我上”的空
喊口号。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求别
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
的自己绝对不做。 ”这叫“打铁必须自身
硬”。党员干部身先士卒、不搞特殊，就是
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表率， 最强的感召
力。

政德是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身
边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
讲政德、立政德，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
交往圈、娱乐圈。”这三个“圈”，处于远离
组织、群众监督，都是自己亲近人的环境
下，具有较强的诱惑力。 因此，管好“三
圈”，体现着一个人的思想底色、党性修
养。

政德是苦干实干，不讲条件。每个人
所在的岗位有高有低、所从事的工作有
易有难，但只要“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就
会自觉从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出
发，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困
难面前，勇于担当，把心思和能量凝聚到
深化改革上来，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不
图虚名，不务虚功，破解难题。

袁浩

日前，笔者下基层调研时听到一件新
鲜事：一个平时经常爱“挑刺”的职工被选
进机关，专门负责劳动纪律检查、各项责
任考核等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证
明，这名职工工作中不讲情面，严格按规
定办事，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对这种用人
方法，单位领导称之为用人之“短”。

有哲人说过，“发现并运用一个人的
优点，只能得60分。如果想得100分的话，
就必须容忍一个人的缺点，发现并合理
利用他的缺点和不足 。 ” 善于用人之
“短”，就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将其在平
时看似短处的地方合理利用，从而达到
一种化短为长的效果。 这种长与短互换
的规律，是长短辩证关系中最容易被人
忽视的一部分。

唐人陆贽说过：“若录长补短， 则天
下无不用之人；贵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
之士。 ”说的是这样一个道理：世界上没
有无所不能的人才，真正的人才只能是
既有所长，也有所短。所以，使用人才，就
必须量才适用。 如果用错地方， 人才也

会变成庸才。
古今中外，善用人“短”者不乏其人。

相传， 清朝军事家杨时斋， 善于用人之
“短”： 将聋者因耳塞少听可免漏军情而
左右使唤； 令守口如瓶可免通风报信的
哑者传递密信； 让艰于行走却善坐的跛
者坐守放炮……任何人有其长处， 就必
有其短处。 一个人有缺点或“短”处并不
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对缺点或“短”处的
歧视和偏见。

能善于用人之“短”的领导，堪称“善
莫大焉”的智者。 善于用人之“短”，是一
种态度、一种胸怀，也是一种能力。 这就
需要用人者积极地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来
实现 “使用别人的短处 ”，达到人的 “短
处”得到“长用”的目的。

当下，各行各业都充满了竞争，竞争
归根结底为人才的竞争。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 然而，无论是
机关部门，还是企业单位，要想人人都是
全才 ， 显然不现实 。 只有能够慧眼识
“短”，大度容“短”，科学用“短”，才能真
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人
才支持和智力保证。

斯涵涵

3月29日, 央视曝光了WiFi万能
钥匙软件带来的移动网络安全风
险。 无论是安卓手机系统还是苹果
手机系统， 软件商店里都有叫做
WiFi万能钥匙和WiFi钥匙的免费软
件。 它的下载排名非常靠前，销售业
绩非常火爆， 它的图标如同一个电
波发射信号， 寓意着无论你身在何
处，WiFi都可以一键链接。

人们在欣喜于随处可以蹭网
之时，全然不知自己的手机已成为
不良经销商窥探自己与他人隐私
信息的流动间谍。揭开这一隐藏多
年的黑幕以及带来的网络安全危
险，真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从央视的报道来看，从个人到
商场，从政府大楼到金融重地，“万
能钥匙”几乎无所不及，窃取密码
犹如囊中取物。一款号称全球用户
总量突破9亿的APP软件， 竟然是

盗取用户个人信息的黑手， 换言
之，9亿用户在“万能钥匙”面前如
同“裸奔”。

让用户免费下载“万能钥匙”，
其实是以窃取用户WiFi密码为目
标。 诡异的是，“万能钥匙”软件潜
伏多年， 相关部门没能及时发现，
个中原因实在让人费解。央视记者
一番实地检测、认真调查便可发现
的猫腻，不知道那些与此事相关联
的职能部门会做出怎样的辩解。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规
定，经营者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须
取得消费者同意，如未经消费者许
可，以不合理的用途或目的保存或
收集用户个人信息，造成用户个人
信息的泄露、公开或传播等均属于
恶意侵权， 须依照法律予以追究。
“万能钥匙”软件无疑属于此类。

“万能钥匙”可以洞开亿万网
民的网络 “门锁”， 其危害不容小
觑。 有关部门应当迅速出击，斩断
伸向网络安全的黑手；民众则要提
高自我保护意识，共同构筑起对付
“万能钥匙”的防盗门。

在党性和人民性中锤炼政德

善于用人之“短”更可贵

让英雄精神为青少年“强筋壮骨”

斩断“万能钥匙”伸出的黑手

� � � � 近日，广州有市民因闯红灯，被交警
处罚静坐观看交通安全宣传片，或发朋友
圈说明自己因违反交规被处罚，只要集齐
20个“赞”就可放行。

对于任何交通违规行为，处罚只是手
段，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交通安全意
识，更好地维护交通秩序。 因此，相比简单
的处罚，广州交警“以教代罚”的尝试 ，无
疑有值得肯定之处。

当然，也要意识到，“行人闯红灯”，是
交通秩序中带普遍性的痼疾，无论是“罚”
还是“教”，都不宜简单偏废 ，以至于有失
偏颇，应当“该教则教，该罚则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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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漫画

“以教代罚”值得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