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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前进一分，邪气就后退一步。不
正之风，即不良社会风气，当属“邪气”之
列。语出自晋·葛洪《抱朴子·辩问》：“移
不正之风，易流遁之俗。”因为不正之风
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反过来腐败又会让
不正之风愈演愈烈。故此，历代有识之君
都将整治不正之风放在重要位置，并想
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惩防措施。但是，措施
再好，手段再硬，没有人敢于去动真碰
硬、敢于去担当落实，也是没有用的

曾国藩的《治心经》里有一句话叫“以
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当官如果逃避责
任，不敢担当，那就是最大的耻辱。有史料
称，清末的官场，仕途冗滥，腐败成风。由
于曾国藩敢于在朝廷上大胆批评种种不
正之风，被政敌孤立、仇视。清道光年间，
曾国藩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有一次，
受到政敌的恶言相向，逼上梁山，别无选
择，老曾为表清白，堵住敌人之嘴，竟当着
众人的面，挺身而出，把自己脱得精光，露
出瘦削、文弱、矮小的身子，光着屁股走进
银库清点现银，从而查清了国库亏空的饷
银，揪出了真正的国家蠹虫。堪称古往今
来真正的“第一裸官”。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全面从严
治党永远在路上的今天，曾国藩这种对不
良风气敢于“战斗”的精神，无疑是值得我
们学习和借鉴的。时下，“监督上级怕打击
报复、监督同级怕妨碍团结、监督下级怕
伤了和气”，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形成了
一种气候，“是非面前不开口，遇着矛盾绕
着走”，成为某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的处事哲学，他们对庸懒散奢，不去严
厉整治，而是熟视无睹；对歪风邪气，不去
重拳出击，而是听之任之；对违规违纪，不
去严肃查处，而是手下留情，其原因就在
于，这些地方的党组织、这些部门的领导
干部存在着严重的“老好人”思想，缺少对
不良风气敢于“战斗”的精神。

监管不力，必生歪风邪气。“老好人”
盛行之处，往往就是权力失范、作风涣散
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
方。试想，一个“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
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
着”的单位部门，能把纪律挺起来吗？能把
规矩立起来吗？一个不敢拽袖子、咬耳朵、
拍肩膀、“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领
导干部，能把歪风邪气打压下去吗？一个
不讲是非、只讲世故，不讲原则、只讲关
系，不讲批评、只讲和气，喜欢当“圆滑官”

“开明绅士”的领导干部，能有敢于“战斗”
的精神吗？遮丑护短、姑息迁就、养痈遗
患，这样的单位部门能不出问题吗？

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敢亮剑。在
不正之风面前，不抵制，不较真，不敢

“战斗”，畏首畏尾，人云亦云，有事上推
下卸，逃避责任、明哲保身，宁可丧失原
则，也不伤害感情，以为这样就不会得
罪人、不会丢选票，就能息事宁人、“你
好、我好、大家好”，这是大错特错的。

“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
罪13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
治账，人心向背的账。”如果我们不把这
笔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想明白、算清
楚、做扎实，不正是曾国藩所说的“最大
耻辱”吗？党能满意、人民能答应吗？

要正风肃纪，从源头上预防腐败行
为发生，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必须拿
出敢于“战斗”的精神，对党员干部要严
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大是大
非面前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同
一切不良言行作斗争，决不能掩饰问
题、回避矛盾，搞一团和气。特别是面对
腐败问题，更要敢于摸“老虎”的屁股，
敢于出刀亮剑，绝不能前怕狼后怕虎，
在党纪国法面前“打折扣”、“ 做选择”。
否则，我们就会打败仗、当俘虏，同流合
污，后果不言自明。

国庆假期不知不觉中即将画上句号，大部分
人很快就要正式投入到学习、工作当中。也许还有
些人觉得假期没有休息够，没心情上班，甚至还有
茶饭不思、身心俱疲等状况，其实，这就是所谓的

“节后综合征”。
本来，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经过国庆长假

的休整放松，党员干部在节后工作上，理应精神更
加振作、精力更加充沛、情绪更加饱满。

然而，长假过后，有的党员干部可能患上节后
综合征，出现工作迟到早退，打不起精神，集中不
了精力，工作不在状态;懒得搭理办事群众，对群
众态度冷漠、生硬、恶劣;无所事事，喜欢聚在一起
闲聊长假期间经历等不良现象。党员干部节后思
想开小差、没状态，无心工作和服务，势必会让老
百姓寒了心，对党政机关形象产生无形伤害。

《徐懋庸选集》里讲：“人的精神，也和自然力
一样，有无限的潜力。”显然，节后综合征不应是党
员干部节后的打开方式，而需振作振奋，用微笑服
务开启节后的工作。

要提前收心。在长假期间，多数人的生活会走
入两个极端，一部分人熬夜疯玩，长途奔波，睡眠
不足，另一部分人则趁假期拼命补觉。而最终的结
果是，这两类人都会表现为精神萎靡、哈欠连连。
党员干部要提前调整作息，加强体育锻炼，恢复正
常的节律，平复躁动不安的心情，为节后工作做好
心理准备。党员干部只有心理状态调整好了，服务
群众时才会有发自内心的微笑。

要责任上线。觉悟是人之本能、本性的体现。
党员干部作为讲觉悟、有觉悟的特殊群体，应随时
做好服务群众的准备。长假里，不能因为放松而滋
长拖沓散慢的不良作风，酿成“机关作风病”。长假
结束时，要积极利用各种方式调整心态，将心态从
假期模式迅速切换到工作模式，主动祛除节后综
合征。节后一上班，就要让责任赓即上线，进入工
作状态，以更加严实的作风、更加牢固的群众观
念，更加优质的服务，担起党员干部应有的担当。

要领导带头。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干部
在部属中具有表率作用，部属对领导总是要听其
言、观其行的。节后如果领导干部萎靡不振，就难
以要求和保证部属状态良好。领导干部要充分发
挥关键作用，带头到岗到位，及时部署开展工作，
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用实际行动
感染和带动一支队伍，促使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认
真履职尽责。

苏格兰有句谚语讲:“微笑比电便宜，比灯灿
烂。”党员干部用微笑服务开启节后工作，会带给
群众良好的第一印象，赢得群众的信任，营造出融
洽的良好工作氛围。

2017年秋天投入使用的统编本初中历史教科
书七年级上册中，关于张衡和候风地动仪的内容，
被删除。那个被印在教材上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由
王振铎复原、以“直立杆”为理论基础制作的地动
仪模型，开始淡出当代青少年的视野。

“张衡地动仪”是数代人的记忆，尤其是被编
入历史课本后，这个“神器”一直成为国人对于古
代中华民族科技文明的骄傲。虽然伴有质疑声，可
哪怕教材上的图片仅是20世纪50年代的古代科
技史学家王振铎根据古籍复原得出，又哪怕这个
复原模型在当时也饱受争议，却仍然在教材中延
续了数十年。王振铎的老朋友、中国地震学奠基人
傅承义院士甚至直言不讳称：“房梁下吊块肉都比
你那个模型强。”

国外学者也质疑。如奥地利学者雷立柏在他
的《张衡，科学与宗教》一书中写道：“对张衡地动
仪的迷恋正是华夏科学停滞特点的典型表现”。这
说明外国学者对地动仪的怀疑，已经扩散到了对
张衡，甚至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层面上。当年王振铎
所复原的地动仪采用的是“直立杆原理”，但大量
实践证明，他的“直立杆原理”不能成立，因为无法
使地动仪“动”起来。在1988年“张衡地动仪”访问
日本奈良时，中方解说在向日本观众讲解地动仪
的工作状况时，手持一根木棍，木棍捅一下，龙口
中的铜丸才会掉到下面蟾蜍的口中！

然而，更为符合科学逻辑的地动仪被制造出
来之时，在给中小学生讲张衡和候风地动仪时，仍
采用的是那套倒放一根“直立杆”理论。直到8年
前在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的主导下，才原则同意
修改“张衡地动仪”这一章节，并在2010年秋季教
改出台后，按照教学大纲，“张衡地动仪”已不再是
历史课本中的内容。到去年秋天投入使用的统编
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上册中，原本关于张衡
和候风地动仪的内容，已被完全删除。“我们在当
前这个时代对张衡的理解”。至于一千多年的候风
地动仪到底是何样，后人又会不会制造出更加接
近原貌的张衡地动仪，现在还无法轻易下结论。

“张衡地动仪”最终被教材删除了！而原来的
围绕那个“神器”所做的一切，看似一次科学的“大
跃进”，而张衡地动仪走下“神坛”，正说明对科学
的错误认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错误的死不改
悔。虽然经历了漫长的较量，但这个地动仪从教材
中被删除，无疑是科学的胜利，更是科学精神的回
归。而科学精神就该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不唯书、不唯上、不为尊者讳。科技发展史也是
一部科学精神传播史，任何有违科学精神的行为，
都将被无情抛弃。

“张衡地动仪”被教材删除，是怀疑精神、探索
精神、批判精神的体现，也是民族觉醒乃至复兴的
征兆。当一个国家甚至每一个公民开始独立思考
时，这个国家或民族距离科学精神就越来越近，距
离腾飞的日子也就不远。因为科学精神的背后，蕴
含的恰是体现进步的民主精神、自由精神、法治精
神，务实精神。探求真理，理性实证，质疑论证，独
立实践，这恐怕就是科学精神的内涵。

路遇老人受伤倒地，你扶不扶？怎么
扶？国庆长假期间，衢州三个00后少年给
出了他们的答案：一边摄像留证据自证清
白，一边扶起了86岁的老太王水莲。机智
施救的这三个少年是16岁的吴浩哲、徐
超以及17岁的王富昌。10月9下午，衢州
市柯城区石梁镇下村的一个老宅里，三位
少年拉着已经康复的王水莲嘘寒问暖。

三位涉世不深的00后少年，以他们
特有的方式——边拍视频边救人，救下
了路边摔倒的老奶奶，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一致好评。有的人说，这三个“小英雄”
是机智的，不仅救下了受伤的老奶奶，而
且也保护了自己。也有人说，涉世不深的
孩子们在行善时不该有这么多顾虑。而
笔者认为，00后少年“边拍视频边救人”
的背后折射的是社会信任危机。

事后，其中一位少年王富昌坦言，是
不断出现的扶人被讹的新闻让他临时想
出“边拍视频边救人”。确实，近几年来时
不时就有真实版“农夫与蛇”的故事在身
边上演。最近一个发酵的比较热的新闻，
9月2日，浙江小伙扶起摔伤者反被讹，
最终通过路边商铺的监控才证明自己的
清白。笔者认为，类似于这样的案例直接
或间接影响了这三位少年的做法。

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缺少最起码
的信任，将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社会影
响。和陌生人一起乘车，哪怕是上个卫
生间的功夫，回来身边的水都不敢喝；
在马路上看见有人遗落物品，担心这是
心怀不轨的人设计好的“圈套”，思考好
久才鼓起勇气捡起来还给失主；就连涉
世不深的孩子在扶摔倒的老人之前都
要提前录视频，以防出现行善反被讹的
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个社会是怎么了，难道连最起码
的信任都没有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
身边“农夫与蛇”的故事毕竟是少数，只
是一有就被报道出来罢了。笔者认为，
生活中还是好人比较多，讲解诚信的人
比较多。某某司机为了还乘客物品不惜
驾车26公里亲自送到乘客手中，钓鱼爱
好者在水边救下轻生女子做好事不留
名……当然，社会的诚信不能仅仅依靠
个别人，更需要每个人为之付出努力。

虽不说非要做到“路不拾遗，夜不
闭户”，但在需要陌生人帮助的时候，无
论是帮助人还是被帮助人都要给予对
方充分的信任。让顾虑离我们越来越
远，笔者呼吁你我他一起行动起来，构
筑起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信任。

三大运营商叫停“不限量套餐”。
在被工商认定为虚假广告、遭消协质
疑、工信部也点名批评勒令整改后，上
市一年多后，重压下三大运营商已叫
停“不限量套餐”的说法，改头换面后
亮相的则是“畅享套餐”等。北京电信
相关工作人员称，“集团已经发文不许
在营销中使用‘不限量’的说法，相关
产品也都下架被新产品替代。”

运营商对“不限量套餐”宣传吹得
天花乱坠，声称可以不限量使用流量，
可用户真正在实际使用得时候，却面
临着“限量又限速”的尴尬，根本没有
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要花费更高的费
用。显而易见，这是典型的虚假宣传、
消费欺诈行为，令广大用户“被套路”
了，影响到正常的消费体验，不仅遭到
用户的强烈不满，亦引发监管部门的
批评和约谈，并督促运营商整改。

如今，“不限量套餐”终于在压力
下消失了，改头换面成“畅享套餐”，运
营商不再公开宣传“不限量”概念，以
此终结这个“忽悠之王”产品。但是，在
记者暗访的过程中发现，部分营业员
仍然未改变销售模式，开口闭口依然
是“我们这款不限量产品”，在运营商
网站和 APP 的个别子栏目中，极少数
的“不限量”字样还健在。

由此可见，运营商对“不限量套
餐”的整改并不彻底，仍然留下了一些

口子，无论是出于销售业绩的考虑，还
是管理疏漏所致，此种情况对消费者
造成困扰，容易混淆概念，误以为新款
套餐仍然属于“不限量套餐”，这是不
允许的。运营商应尽快依照监管要求，
对遗留问题进行严肃整改，替换掉所
有不合规宣传内容，对营销人员进行
业务培训，严禁再发生私下宣传“不限
量套餐”的错误行为。

进入智能机和4G时代后，流量已
经超越其它传统项目，成为运营商的主
打业务，且随着用户对网络信息服务的
强烈需求，流量每年都在快速增长。对
于广大电信用户而言，流量套餐当然是
便宜、量大、速度快为好，这也是“不限
量套餐”推出后，获得广大用户青睐的
主要原因。可惜的是，运营商并未真正
兑现承诺，所谓的“不限量套餐”只是个
噱头，以至于消费者大失所望。

而且，运营商的问题和黑历史实在
太多。上个月，国务院第八督查组在北
京、天津等地明察暗访，发现三大电信运
营商的落实情况距离群众期待尚存差
距，消费者集中反映运营商强制消费、杀
熟、虚假宣传、明降实涨等几大问题。过
往，消费者也经常被各种花样忽悠，导致
出现不合理电信消费，严重侵犯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因此，运营商在取消“不限
量套餐”后，不能再换汤不换药了，还要
做得更彻底些，杜绝任何“套路”消费。

用微笑服务
开启节后工作

◎向秋

张衡地动仪被删
是科学精神回归

◎刘天放

诗人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
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国庆节前
夕，参加全国政协召开的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
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分明感受到这句
话的形象与深刻。

“思想走在行动之前”。经党中央
批准，从今年5月开始，全国政协系统
开始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研讨
活动，共有各级政协委员79.38万人次
和机关干部27.9万人次参加，形成研
究论文3.6万余篇，范围之广、影响之
大，在人民政协历史上前所未有。这次
研讨会收到的论文和大会发言，是对
近半年来全国政协系统以理论学习、
思想武装促进工作质量提升主要成果
的集中展示。

“闪电走在雷鸣之前”。这一理论
学习、思想武装的大举措，必将推动

政协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
新，推动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
各族各界人士聚焦中心任务，同频共
振、同向发力，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凝聚强大正能量，谱写新时代人
民政协新篇章。

思想的闪电，一旦深入群众、武
装头脑，就有强大的穿透力。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人民政
协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职责使
命、实践要求，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
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对
发展党的人民政协理论作出了原创
性贡献，是指引新时代人民政协工
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首次提出人民政协是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

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
安排，首次阐明新型政党制度的特
点和优势，着重强调正确处理一致
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深刻揭示了人
民民主的真谛在于有事好商量、众
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揭示了“中国
之治”同中国政治制度的逻辑联系，
凝结着坚持好、发展好人民政协制
度的深邃理论思考，是党的人民政
协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
从这样的高度看政协、说政协、论政
协，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犹如一道

“思想的闪电”，深刻、深入、透彻。
思想的闪电，一旦同频共振、同向

发力，就有雷霆万钧之伟力。将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由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提
升为民主制度，就能有效聚合13亿多
人民的磅礴之力。同频同向、同心同德
的关键，是通过认真探索和实践，在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若干重大问题
上，做到理解和认识的“六个深化”：一
是深化坚持党对人民政协工作全面领
导的理解和认识，二是深化对加强政
治思想引领的理解和认识，三是深化
对凝聚共识的理解和认识，四是深化
对围绕服务大局凝聚智慧力量的理解
和认识，五是深化对提高工作质量的
理解和认识，六是深化对委员队伍建
设的理解和认识。思想的闪电，将在

“六个深化”中形成共识，同频共振；行
动的雷鸣，将在“六个深化”中聚为焦
点，同向发力。

这次研讨会，进一步明确了新时
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功夫，思想的闪电就一定
会产生强大力量，促使我们更好担负
起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使命。

思想的闪电，一旦深入群众、武装头脑，就有强大的穿透力；
一旦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就有雷霆万钧之伟力

◎叶小文

让 化为行动伟力

对不良风气要有“战斗”精神
◎林伟

“不限量套餐”没了
可别换汤不换药

◎江德斌

“边拍视频边救人”
折射社会信任危机

◎王研

“被靓号”
一觉醒来，自己普普通通的手机号码却莫名被归为“靓号”还有了最低消

费限制？“靓号”合约到期后只能换更贵的套餐？原本承载着吉祥美好寓意和好
听好记功能的手机“靓号”，却被弄成了一套复杂的“生意经”，一不留神就会被
套上长达几十年的合约“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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