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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江

古人云：“人生之善止，可防危境出现，不
因功名而贪欲，不因感极而求妄。”知止是一
种智慧，能解决究竟“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
做什么”的成败难题。对领导干部而言，知止
就是要守住纪律规矩的底线，知道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心存敬畏、慎独自律。

长期来看， 人的索取和付出是成比例的，
人的索取和获得需要付出和代价来交换。一方
面，人的欲望如果不控制是无止境的，它会操
纵着人去获取、去索占。另一方面，人的趋利避
害性，决定了人会主动减少付出去获取更多的
物质或者财富。 付出和索取之间的不平衡，带
来的是规则的破坏、人伦的罔顾和自然规律的
践踏，早晚要付出代价。加强知止教育，是对社

会规则的尊重，更是对自我的保护。
知止是生活的最高境界。生活的本质不是

索取而是奉献，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常言
道，知足常乐。容易满足是幸福的源泉，追求过
高，会有遥不可及的失落感，降低要求，反而可
以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幸福。家不必太大，挡风
遮雨即可；食不必太奢，满足温饱健康即可；子
女不必非成“人上人”，孝敬恭顺即可。容易满
足，坦然接受，这才是幸福的源泉。

正可谓，当止不止，必有所灾。贪与廉，从
来由己不由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当为所
有人警醒。尤其是手中掌握着公权力的人，更
应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
心，常弃非分之想，真正做到不忘初心、慎终
如始，切莫使贪欲蒙蔽了理智，让权势冲昏了
头脑。

观照现实生活，不知止的人并不鲜见。中央
八项规定实施5年多来， 虽然党中央三令五申、
省委反复强调， 一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却仍
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顶风作案，特别是违规
公款吃喝、违规配备使用办公用房、违规收送红
包礼金等问题上变着花样、算尽机关。这样的人
就是典型的“不知止、喊不醒”。

知止是一种自律、慎独。思想上松一寸，必
然导致行动上偏一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纵观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贪腐官员， 无论为官之初才
干多出众、政绩多显著，心魔不除、欲壑难填，都
难挡腐朽东西的侵蚀，难抗各式各样的诱惑，一
步一步滑落违纪违法的深渊， 最终走上背叛党
和人民的不归路。因此，知止是一种大智慧，是
当今充满社会焦虑的“醒酒汤”。

易成利

这几天， 一名19岁贵州女孩的微信引
发出舆论场对“舆论破案”现象的关注。原
来， 她的合租女室友深夜带回来3名男子，
因不堪吵闹， 这名贵州女孩提醒他们声音
放小一点，未料遭到3名男子施暴，女孩被
他们用刀砍伤。 女孩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后
的一个多月时间， 案件的侦破一直没有实
质行动。令人诧异的是，女孩将事件过程发
布到微信上后的短短一天时间里， 警方就
把4名涉案人抓获归案。

对于公安机关这种破案速度， 网友们
戏称为“舆论破案”。当然，这绝不是表扬、
点赞， 更多的是对当地公安机关先前办案
拖沓的不满。 一天内能将涉案人员全部抓
获就足以证明公安机关的办案能力过硬，
但既然一天就可以办到的事， 为何在受害
人几次催促下仍被拖了一个多月？ 以至于
受害者自己掏钱治疗，甚至在感到“破案无
望”后不得不向舆论求助。

其实，案情本身看来并不复杂，从受害
人受伤的情况来看， 已构成故意伤害属于

刑事案件的范畴。对公安部门来说，在立案
后尽快将涉案人抓获归案并追究相关责
任，让受害人心里得到安慰、身体得到及时
治疗，最大限度地保障受害者的权益，才是
人民公仆应该有的作为。当然，办理案件是
需要有一个过程， 但受害人微博求助后一
天就将涉案人员全部抓获， 还是难掩当地
接案民警“懒政怠政”的官僚主义作风。

近年来，这种“舆论破案”的事件并不
少，去年丽江被打毁容的案件也是如此，在
案发后的一个多月迟迟没有进展， 同样是
在受害者微博求助的第二天就将涉案人刑
事拘留， 由此可见舆论场已然成为了群众
的“伸冤场”。但这并不是好现象，基于受害
者来说，会承受巨大的身心伤害，基于司法
机关来说，也容易造成负面影响。

实际上，许多案件并不难办，但能否得
到及时办理却直接影响着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安全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是公安机关的职责所在, 也是公安机关保障
民生、改善民生,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愿公安部门在案件面前，少一点“舆论破案”
多一些“主动出击”，别被舆论推着走。

近日，南京农业大学开设“减肥课”引
来各方关注。

据课程老师介绍，这门课要拿高分，并
不是只看减肥重量， 而是结合体脂率等多
项指标进行考察。 选修过该课程的同学平
均减去5公斤体重，减重最多的一位同学更
是减去20多公斤。

据教育部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报告显
示， 我国学生体质状况主要存在体能部分
指标继续呈下降趋势， 超重及肥胖学生明
显增多等问题。

减肥课“减”出健康好未来，南京这所
高校彰显出为学生健康着想的初衷。

文/彭艺 图/王铎

人贵在知止

精致利己不可取
立德树人需抓牢

减肥课“减”出健康未来

新闻漫画

周泽中

4月23日晚，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在官网发布通报，对该学院的田姓女生给予
留党察看、留校察看处分；该生的其他问题，
待进一步调查核实后依纪依规严肃处理。

4月19日-20日， 国外某漫画公司来华
组织活动， 因主办方组织不周引发粉丝不
满， 现场留下大量垃圾。 此事经媒体报道
后，一位新浪微博用户名为“洁洁良”的田
姓女生出言辱骂在场民众为 “恶臭你支”，
不少网友好心提醒，其却变本加厉，接连发
表令人愤慨的言论，肆意侮辱国家与同胞。

众所周知，田姓女生使用的词汇，是20世
纪初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蔑称， 带着明显
的侮辱感、沉重的历史耻辱感。然而，令人大
跌眼镜的是，这位女生不仅在本科期间入党，
还担任过院学生会副主席， 多次获得国家级
奖学金，并因此被保送厦门大学研究生。

这种一边积极入党，获取利益，享受祖国
良好教育和政策， 一边辱骂国家， 看不起母
校，诋毁同胞的双面人精，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这种人表面上慷慨而激昂，

爱祖国爱集体，内心却是截然相反的想法，遵
从利己原则，恣意挑战道德底线。

此次事件，虽属个案，但也揭露出某些
精致利己主义者对于国家与社会的潜在危
害， 他们将入党作为找工作、“镀金” 的铺
垫，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同时也反映
出某些高校在发展学生党员过程中存在的
某些缺失。

相信“洁洁良”这种人毕竟还是少数，
可事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这些年
来， 很多年轻人接受外来文化后， 转头俯
视、矮化本国文化甚至本国人，进而表现出
各种数典忘祖行为，包括发表反华言论。回
忆起来，“洁洁良”这样的“精日”分子，并非
少见。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诚然，对于国人的陋习，可以指责也可
以批评，但观点探讨不代表可以口不择言；
享受言论自由，不代表可以毫无底线。反思
“洁洁良”现象，给了我们更多更清醒的警
示：高校担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在培养学
生时不仅要重视知识传授， 更要强化思想
品德、政治教育，这是培养一个合格学生或
人才时不可缺失的环节。

少一点“舆论破案”
多一些“主动出击”

唐卫毅

4月21日，广州地铁集团官方微信发布消息，
出于安全考虑，地铁方不再提倡“左行右立”。无
独有偶。长沙轨道交通集团近日也明确表示，不
再提倡“左行右立”搭乘自动扶梯，这一搭乘方式
使自动扶梯受力不均，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按以往的国际惯例和文明礼仪，乘客搭乘
自动扶梯时往往靠右站立，给赶时间的乘客留
下左侧行走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经验
的总结，“左行右立” 的模式正在被更加安全文
明的新理念所替代，而这个安全文明的新理念
就是倡导人们“站稳扶好”。

根据国内地铁行业自动扶梯维修保养的
监测数据发现， 约95%的扶梯右侧梯级链明显
比左侧磨损严重，导致梯级轻微倾斜，梯级两侧
挡板及梳齿板磨损加剧，扶梯故障增多。究其原
因，“左行右立”这一搭乘方式，会导致扶梯局部
部件承受过多的疲劳冲击，缩短设备寿命。

据悉，近年来，“左行右立”的做法已被国内
外多个城市叫停。像地铁大户的北京，过去也曾
经一度倡导“左行右立”，但目前已被“站稳扶
好”所替代。同样，在国外，“左行右立”的理念也
正在改变。据加拿大媒体报道，2006年，加拿大
多伦多交通委员会撤除了294个 “左行右立”标
语。日本、韩国也不再提倡“左行右立”。由此来
看，“左行右立” 的做法被废止正在逐步形成全
世界的共识，并且进入倒计时。毕竟，实践证明，
在自动扶梯的使用上，“站稳扶好”远比“左行右
立”重要。

“站稳扶好”远比
“左行右立”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