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朱基钗今日评论今日评论 画说★画说★画说★画说画说★画说★画说★画说画说★画说★画说★画说

☞☞ 文/窦瀚洋特别关注

文/ 林风大众话题大众话题☞☞

☞☞ 文/秦宁新闻内外新闻内外

新观察 专刊部主办
责编 / 秋 林

2019年1月17日 星期四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08B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抓住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
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知行合一的角度
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对领导
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提
出明确要求。

领导干部知行合一，首先要强化“四
个意识”，深刻理解“两个维护”的政治内
涵。“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不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
必须落实到行动上、工作中。“从政有经，
而令行为上。”政治站位高不高，不是看口
号喊得响，而要看谁行动落得实。对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必须坚定坚决、不折不扣、
落实落细。要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切实整治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
差等问题，以敢担当、善作为的实际行动
诠释对党的忠诚。

领导干部知行合一，必须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
重要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
保证。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
领导干部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搞
含含糊糊、模棱两可那一套。2018年1月至
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存在
违反政治纪律行为案件2.5万件，处分2.2
万人，其中中管干部25人。遵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既要体现在关键时刻，也要体
现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要从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高度，
坚决同一切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言
论和行为作斗争，始终在政治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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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干部知行合一，必须带头纯洁党
内关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要保持健康的党内同志关系，倡导清清爽

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坚决抵制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等歪风邪
气。决不能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
关系，决不能慷公家之慨、谋个人之利，把
管理的公共资源用于个人或者单位结“人
缘”、拉关系、谋好处。要明大德、守公德、
严私德。既要严于律己、正心修身，又要带
头严明家风家教，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
工作人员。要带头贯彻民主集中制，把充
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
起来，既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宽阔胸
襟，又有择善而从、科学决策的领导艺术，
不断彰显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和活力。

行动是无声的号令，身教是最好的榜
样。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坚持以身
作则、以上率下，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
出表率、为弘扬清风正气树立标杆，必将
形成“头雁效应”，为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
夯实政治根基。

领导干部必须知行合一
农民工的2000多万工资被一拖再拖，背后

竟是中央拨付的工程款被擅自挪用——发生
在吉林四平的欠薪问题令人气愤。究竟是谁
截留了农民工工资？专款为什么没有专用？
这些问题不能成为一笔糊涂账，有关责任人必
须被问责。年关将至，正是农民工工资支付和
清欠的集中时期，各个方面应负起责来，拿出
切实管用的办法，确保农民工如期如数拿到

“辛苦钱”，高高兴兴回家过年。 文/妮子

现实中，吸管带来的便利，早已有目共
睹。谈到对环境的影响，相比于塑料袋、地膜、
饮料瓶等塑料制品，一根小吸管，则常常会被
人们忽视。

也因此，真要向吸管说“不”，恐怕还真不容
易，“因为它方便”“因为它免费”“因为它小”。

对于消费者来说，没有吸管会给自己的饮
食带来不便；而对于商家来说，拒绝提供吸管，
可能就会影响顾客满意度乃至客流量，“得不偿
失”。但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消费者还是商家，
都开始积极参与到减少吸管使用的行动中。

这勇气来自哪里？我想离不开理念、观念
的转变。随着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环
保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愿意为了大
环境去改变自己的一些小习惯。

当前，我们距限塑减塑的目标，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对限塑而言，限吸管只是其中一小
步，但背后形成的理念共识，对生态文明建设
来说，无疑是一大步。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理念
的凝聚，一步步助推着美丽中国建设的进
程。 文/张文豪

拒绝的勇气哪里来

农民工的“辛苦钱”不容拖欠

上课玩手机，是很多大学生的常态。我们
做过一次调查，上课完全不看手机的学生，只有
12%。那么，大学生不专心学业的“锅”，该全部
丢给手机这个“洪水猛兽”吗？

且慢下结论。
我有一名学生，刚入学时，成绩还不错，越

到后来成绩越是下滑。反复谈心后，他吐露了
自己的内心想法：平时无所谓，考前背一背，60
分万岁，多一分浪费。并说这是师兄师姐们传
授的“心得”和“经验”。

老师和长辈的谆谆教诲，有时候真是比不上
师兄师姐的这些所谓“秘诀”。怀抱“秘诀”在手，
一些大学生自认为看清了大学学习的本质，就放
松了，开始享受“由你玩4年”的大学生活。直到
大学毕业，想保研想工作，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甚至难以毕业。这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大学生学习迷茫，手机可能远远算不上“主
犯”。归根结底，当主要学习手段是背诵而非理
解、考查手段是考试而非应用，很多大学生是真
的没考虑清楚学什么、怎么学。同时，很多大学
教师也没考虑清楚，到底教什么、该怎么教。

究其原因，还得老调重弹。在我们的导向
里，大学教师的重点不在教学而在科研。不少
教师是没有积极性去研究教学的。有的老师一
本讲义用10年一字不改，有的甚至从网上下载
PPT原封不动照本宣科。这样的课程里，还能要
求学生认真听课、不玩手机吗？

手机只是工具，一定条件下，它拉着学生离
开了课堂。换个思路，它也可以成为拉着学生
进课堂的力量。我们看到，不少认真教学的老
师，在直播网站上成为“网红”，闻讯而来的学生
坐满了教室过道。还有一些老师将手机APP应
用到教学中，得到了许多学生的好评。这些范
例，很值得推广。 文/周莹莹

换个思路看学生

备受社会关注的网络游戏行业，近期
多了一道“安检门”。据报道，网络游戏道
德委员会日前在京成立，并对首批20款存
在道德风险的网络游戏进行了评议。经对
评议结果进行认真研究，网络游戏主管部
门对 11 款游戏责成相关出版运营单位认
真修改，消除道德风险；对9款游戏作出不
予批准的决定。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由来
自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高校、专业机构、新
闻媒体、行业协会等研究网络游戏和青少
年问题的专家、学者组成。

近些年来，我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行业版图快速扩张，但与此同时，
网游行业也面临着不少成长的“烦恼”。一
个屡受诟病的现象是，一些游戏生产企业
和厂商，在追求经济效益和变现冲动的驱
使下，忽视了游戏风险，丢失了道德底线，
违背了主流价值。

比如，一些游戏或多或少携带了色情、
暴力、血腥、歧视、恐怖、诈骗、诱导等“病
毒”，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打“擦边球”；还
有一些游戏，在设计之初未经过严格论证
和评议，不顾使用群体的身份和心理特征，
结果使得未成年人沉溺其中，无法自拔；还
有一些游戏，宣扬诸如风水、算卦、占卜等
迷信思想，将游戏异化为变相的“吸费算
命”。而其中的不少游戏，经常在开发商的
助推下登上各平台的游戏排行榜，一度成
为“有口皆碑”的爆款游戏。只有在“东窗
事发”、引发社会讨论后，才被紧急下架，但
负面效果已然难以挽回。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相比于事后
的监管和惩罚，事前事中的提醒和约束更
为重要。因此，虑及网游野蛮生长、“触网
低龄化”等现实，成立网络游戏道德委员
会，正当其时。网络游戏道德委员会对网

游的评议过程和得出的结论，既是为网络
游戏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同时
也是对网游企业和行业亮信号、树规矩、划
边界；更是为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群
体、未成年人群体负责。其最终目的，是为
了促进行业和市场发展。

总之，新的时代条件下，网络游戏企业
不能再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网游行业也
别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当初为什么出
发。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坚守道德底线
的基础上去追求经济效益，并将二者有机
结合，才是对行业和社会负责任的姿态，行
业也才能走得更好更远。相信网络游戏道
德委员会这道“安检门”，在逐渐发挥作用
的同时，也将与其他网络监管部门和机构
良好联动，共同维护和规范好网络游戏市
场。

网络游戏，需要道德这道“安检门”

一则视频报道近日在网上流传：2018
年12月18日，西双版纳机场处理了一起强
闯机场安检事件。视频显示，当时安检通
道内突然闯入一名男子企图冲闯安检通道，
被验证人员阻拦，在交涉过程中第二次企图
冲闯通道，被通道内安检员果断采取强制手
段将其制服。据公安机关调查，该涉事男子
有吸毒前科，已被处以15天的行政拘留。

涉事男子已被行拘，纯属咎由自取，但
此事显然不能画上句号。蔑视规则，践踏
法律，特别是在机场安检这种特殊区域一
旦任性妄为，必须付出应有代价，否则公共
安全就没有保障。

有句话说得好，“请尊重负责你生命安
全的人”。这句话具有常识性的力量，道出
了朴素道理，却不为一些人所体悟。为什
么要尊重负责你生命安全的人？答案不言

而喻。一定程度上说，不尊重他们，就是不
尊重生命安全，也就是把自己甚至他人的
生命置于危境之中。以乘坐公交车为例，
现实中一些乘客过于放肆，对司机稍有不
满便抢夺方向盘，不尊重负责你生命安全
的司机，结果就是车毁人伤，乃至车毁人
亡。这方面的悲剧不胜枚举，令人悲叹。

请尊重负责你生命安全的人，这是文
明社会的底线要求，也是法治时代的基本
伦理。但是，偏偏有一些人无视于此。即
以机场安检为例，一些乘客过于自我，把自
己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

其实，不独应该尊重安检员，对公交车
司机，对查酒驾的交警，乃至查违停的人员
是不是都要尊重？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尊
重他们，不是降低自己的人格，而是懂得敬
畏就是保护自己。他们是在履职，这种履职

不是私人化的，更不是哗众取宠，故意跟你
过不去，而是在维护公共安全，在维护大众
利益，在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安全、更美好。

防患于未然，安全大于天。谁不尊重
公共安全，谁就应该受到规束。殷鉴不远，
在现实生活中太多安全事故发生，就因为
一些人无视于制度约束，不尊重负责自己
生命安全的人，等到悲剧发生才后悔不迭，
却悔之晚矣。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
对挑战公共安全的人，必须依法处理。一
旦放纵，就是对他人不负责任。事实上，针
对一些乘客的不文明行为，乃至挑战法律
的行为，我们并不缺少法律，比如治安管理
处罚法和刑法等等。再比如，相关部门也
建立了征信体系，对那些无视法则的乘客
及时“拉黑”，让他们付出失信代价。

请尊重负责你生命安全的人

1983年，李万升自愿参军，表现突出、
多次立功，入伍第二年就入了党。1987年，
他从部队复员，带着借来的70元钱来到吉
林长春，开始了艰苦打拼。从装卸工干起，
到攒钱开副食店，再到1992年二次创业成
立公司，几十年来，拼搏与奋斗是李万升不
变的节奏。饮水思源，致富后李万升积极回
报社会，热心公益，不仅资助了贫困学生600
余人次，还帮扶了100多位孤寡老人和10名
老兵……在“全国劳模”李万升看来，希望这
个社会越来越好，力所能及做点好事，一个
人会影响一群人，一群人会影响到更多的
人，时间长了，整个社会就会充满正能量。

一个人犹如一本书，“阅读”李万升这
本“书”，离不开激情、善心与信念这三页。

第一页充满激情。怀揣仅有的 70 元
“创业资本”，李万升干过不少脏活累活：当

过装卸工、开过副食店、扛过液化气罐……
过程虽然艰辛，但农村生活和部队磨炼让
他能吃苦耐劳，无论工作还是创业，始终都
激情高涨。1989年，他将原来的小副食店
扩建成一个大副食商店；1992年二次创业
办公司，免费为千家万户送液化气罐。为
什么能干得不知疲惫、热火朝天？因为他
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第二页彰显大爱。“慈者爱，出于心，恩
被于业”。带动公司员工无偿献血，为地震
地区捐款，开展捐资助学、扶贫帮困等活
动，李万升带领公司上下，让奉献成为一种
常态、一种习惯，更是一种行动。一个人不
只是追求金钱，更要在奋斗中体现自身价
值、社会价值。做好事、做善事、做有意义
的事，李万升及其公司员工慷慨解囊、回报
社会，他们拥有的“一颗金子般发光的心”，

最是珍贵、恒久。
第三页刻印信念。李万升曾在给员工

的信中写道：人生要有自己的格局，“人的
格局”即一个人心灵的宽度和深度。的确，
创业不易，守业更难，而他将奋斗的成果反
哺社会，便是格局所在、信念所系。这一格
局闪耀的色彩，是“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
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的军
人本色与党员本色。这种信念的能量、大
爱的胸怀、进取的锐气，何尝不是我们所需
要的精神气质？

“是苦难锤炼了我的意志，给了我勇往直
前、永不向困难低头的执著精神。”其实，沙场
英姿留存、商海浪头搏击，每一滴汗水都不是
所谓的“苦难”，而是给予发展、成长的馈赠。
但也别忘了，当它顺着脸颊流下时，会浇灌脚
下的每一寸土地，滋润人们的心田。

有格局的人生有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