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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

我们最欣慰的，是体察到了一颗颗
最柔软、最敏感、最有温度的心。

医疗机构负责人被围猎，吃回扣等现

象仍有发生，违纪违法手段更加隐蔽，常是

串案窝案……记者在江苏、广西、湖北、安

徽等地调研了解到，一些地方的医疗机构

腐败问题易发，集中在药品和医疗器械采

购、基建工程、财务管理等领域；个别医疗

机构从业人员以权谋私，挥霍医疗资源，扰

乱正常市场秩序和医疗卫生管理秩序。（据
7月27日《瞭望》）

已经曝光的医疗行业腐败问题堪称触

目惊心，查处的案例表明，“医腐”从送钱

送卡、送财送物等，“升级”到为医生请保

姆、帮助子女升学，或把贿赂款列为咨询

费、推广费等，手段更加隐蔽。可谓只有

你想不到，没有他们“腐”不了。更严重的

是，很多“医腐”案件是串案窝案、集体腐

败。从去年 5 月至今年 6 月，某市纪委监

委已立案查处医疗卫生系统 70 人，“从院

长、副院长到科室负责人，一个行贿人能

牵出一串受贿人”。

“医腐”乱象多发频发，制度不规范、监

督不到位、震慑不够有力，是关键原因。严

密监督机制全方位规范权力运行，强化医

风医德建设，加大司法处罚力度，管住一把

手、科室主任、药房后勤等关键少数，再好

的伪装也无处遁形，“医腐”就失去了滋生

的土壤。6 （徐建辉）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河南焦作，消防支队刘文礼参加抗洪抢险

25 天归来，妻子带着双胞胎女儿在队门口迎

接。见到丈夫下车，妻子一下子跳起来飞奔上

去，紧抱消防员丈夫像个孩子一样不撒手。网

友直呼“太甜了！我酸了”。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长江、淮河等流域，洞

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多

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冲垮的堤坝、漫野

的洪水、淹没的家园，困累交加的抢险官兵、洪

水里连续浸泡 19 个小时起皱发白肿成“面包”

的双脚……肆虐的洪水和严重的灾情让人揪心

不已，抗洪救灾中那些坚毅的身影、感人的画

面、温馨的镜头，又让人格外暖心。

安徽蒙洼蓄洪区绵长圩堤上，正在执行抗

洪任务的河南航空港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接

到 群 众 求 助 ，紧 急 转 运 一 名 两 个 月 大 的 婴

儿。转运中，三级指挥员朱彦博一直小心翼

翼地抱住婴儿。在救援指挥帐篷休息时，消

防指挥帐篷成了临时“育婴室”，突击队员们

又冲奶粉又帮忙抱婴儿，变身为“超级奶爸”。

1998 年被解放军从洪水中解救出来的武汉

女孩汪晗，自愿报名上堤守护家园；武汉高三小

伙刚下考场又上抗洪“战场”，“这是我的成人

礼”；湖北黄梅县濯港镇白湖中心小学教师宛汇

琴，为抗洪官兵缝补衣服，针线穿行真情倾注；

抗洪子弟兵从安徽枞阳县赶赴庐江县抗洪时，

当地百姓冒着大雨追着驶出的车辆，递上自家

的莲蓬、葡萄、熟鸡蛋等食物；一位小朋友为累

坐在地上的抗洪官兵递上一瓶矿泉水，小伙子

马上起身，敬还一个军礼……洪水无情人有情，

灾难无眼人间有爱。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抗洪救灾，就是一

场“有情”与“无情”的对抗。在这场对抗中，我

们之所以有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是因为“洪水不

退、我们不撤”的豪情让人心安，“刚下考场，又

上战场”的热情给人力量，“执手相助、砥砺前

行”的温情点亮希望。那些奋战在抗洪救灾一

线的可爱的人，是受灾群众的主心骨和顶梁柱，

他们的真心真情，是真正的“抗洪神器”。

有网友深情感叹，“我喜欢这个国家，不是

因为他带给我物质上的满足，而是他在关键时

刻为救人不计代价的坚持，更是他教育培养出

一大批在危难之际守望相助、为了别人不惜牺

牲自己利益的英雄人民。”

对洪灾之外的人而言，抗洪救灾是一场众

志成城的宏大叙事，包含着一个个受灾群众的

人生冷暖，包含着一名名救援人员的艰苦付出，

包含着一次次救援纾困的生命情怀。这场宏大

叙事中的救援细节、个体际遇，留给人们的是满

满感动、萦怀温情。

衡量价值的尺度从来都不是物质，甚至也

不是年月，而是一个人面对社会、人生的思想和

行为，是行动背后迸发的真心和情感。在抗洪

救灾这样最“硬核”的事情上，我们最欣慰的，是

体察到了一颗颗最柔软、最敏感、最有温度的

心。6

□邓海建

从山东聊城到广西梧州带孙子的老木匠王

德文，不用钉子、胶水，一榫一卯做出鲁班凳、木

拱桥、会行走的小猪佩奇等木器，让中国传统木

工技艺绽放出令中外人士惊叹的光彩，他也成

了走红海内外互联网的“阿木爷爷”。

因制作了由 42 根榫卯棱、4 根榫卯柱、1 个

榫卯基，外加 27 道锁环环相扣的世博会中国馆

模型，王德文被网友誉为“当代鲁班”。王德文

展现的“神秘中国技术”，不仅引发国内媒体关

注，更让国外网友叹为观止。在海外社交媒体

上，“阿木爷爷”王德文成了继李子柒后又一位

中国网红，视频累计播放量近 2亿次。

木工手作，最见匠心。木色、纹理、质地、造

型，锯、刨、凿、磨，各有讲究、各有传承。老手艺

属于“慢生活”，散落在不紧不慢的时光里，讲述

着市井生活的美好。虽然与流水线上的效率无

关，老手艺却烙印着千物千面的独特之美。“阿木

爷爷”的微缩版世博会中国馆模型，每一个凹槽、

小孔都严丝合缝，既是一个匠心独具的玩具，更

是展示中国传统木工文化的样板。

百万粉丝、上亿流量，榫卯技艺精湛的王德

文成为网红，再次印证了“越民族、越世界”的老理

儿。在这般火热追捧的背后，是人们对传统技艺

与文化的认可，老手艺的那些惊艳处，多是中国传

统文明的高光时刻。不用钉子、只用榫卯，加之两

三千年前的技艺加持，牢固构架起建筑、家具、器

械，仿佛“脑海里自带软件系统”，此般智慧，令人

赞叹。老手艺强调的是匠心独运，万物人为本，以

情怀成事、以心血传承。后工业时代，相较于冰冷

的器械和物件，手作生产中的“人化”基因更难得、

更温润。不管文明进化到何种程度，用心做事、用

情造物的逻辑，始终是物质生产的价值追求。

今天，老手艺遇上“互联网+”，古老的文化和

智慧光芒四射，近乎失传的技术和工艺得以存续，

搁浅在岁月码头的这些非物质遗产终于有了乘风

破浪的可能。“阿木爷爷”成了世界级网红，至少说

明两个道理：传统工艺不可断代，这是文化与文明

之根；质朴匠心尤须承续，这是文化与文明之魂。

如果说老物件是时间的味道，老手艺就是

历史的馈赠。让更多的“阿木爷爷”走到前台，

让更多的技艺坚守被赞赏、被肯定，大放异彩的

中国文化必会更繁盛、更自信。6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天津卖菜大叔老刘银行卡里近160万元，被16岁的儿子打赏给一
名网络主播。日前经法院审理，直播公司返还打赏钱。此事再次说明，很多直播平台的“青少
年模式”形同虚设，甚至诱导打赏。6 图/王铎

近年来，一些乡镇、村为解决农民参与

乡村治理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以及一些事

关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乡村治理难事，引

入积分制。通过民主方式形成积分评价办

法，对群众日常行为进行评价形成积分，并

根据积分给予相应精神鼓励、物质奖励或

行为约束，受到基层干部群众欢迎。（据 7
月29日新华网客户端）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

村振兴的基础。包产到户后，农村是一家

一户种植模式，种什么、怎么种，村民自己

说 了 算 ，村 组 干 部 对 村 民 的 约 束 能 力 减

弱。一些地方，村组干部召开一次完整的

村民大会，要靠发钱发物来吸引群众参与，

这对乡村治理是很不利的。

“小积分”撬动乡村大治理。推行积分

制管理的村镇，用“爱心超市”“道德银行”

“积分储蓄站”等方式，从群众最关心的身

边事入手，把乡村重要事务量化为积分指

标，提高了村民的公共意识，激发了他们的

参与热情。以前村庄事务是“要我参与”，

如今是“我要参与”；以前是“老实人吃亏”，

如今是“德者有得”；以前是“任务命令”，如

今是“激励引导”……积分制立起了乡村振

兴人人有责的“风向标”，让乡村治理事半

功倍，值得推广。2 （李瑛）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

让“医腐”无处遁形

这，才是洪水冲不垮的堤坝

当老木匠像李子柒那样“网红”

今年是新高考元年，志愿填报方式发生一

定变化，“院校专业组”全新亮相，这让一些家长

有些为难。一些志愿填报机构趁机而入，部分

机构推出“一对一”的私人订制服务，分为 9900

元、13900 元等不同价位，价钱最高的为 28900

元。（据7月29日《北京日报》）
这样的高价辅导，每年高考后都会登场。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的目的，是让考生几载寒窗

苦读得来的分数，发挥“效益”的最大化，以最接

近录取分数线的概率，被相关学校和专业录取，

有偿服务理所当然。但是，28900 元的咨询价格

过于离谱。一些高校招生相关负责人表示，很

多招生机构声称的“大数据”并不独家，“很多数

据通过招生网站等各种渠道就能查到，在分数

线擦边等多种情况下，预测就不重要了”。录取

分数线是由报考人数和高校招生计划来决定

的，虽然高校在每个省份的招生计划是先确认

的，但志愿填报人数并不确定，专家也无法准确

预测高校录取分数线。

“大数据”并非查不到，只要找对途径，家长

也可以成为志愿填报的“专家”。志愿填报咨询

“开价上万”，是利用与家长之间的“信息差”哄抬

上去的，如此漫天开价，反映的是市场的无序和

混乱，有关方面不能视若无睹。6 （钱夙伟）

填个志愿花费上万，真不值
锐评

发挥“五老”优势 助力出彩中原

□刘一宁 王爱丽 赵斌

前言 为引导广大家庭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文明向上的正
能量，河南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
妇联、省文明办、省教育厅联合主办“血
脉传承——我的家风家教故事”征文活
动，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无论是耄
耋老人，还是童稚少年，中原儿女踊跃
参与征文活动，用生动的文字阐述家风
家教在个人成长及家庭建设中的切身
感悟。

翻开《血脉传承——第二届“我的
家风家教故事”征文获奖作品集》，一股
浓郁的墨香扑面而来，“让家庭成为厚
德之所”几个黑体大字映入眼帘。仔细
品读这本书，无论是文字作品，还是摄
影作品、书画作品，都彰显出解读家风、
讴歌家风、传播家风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风
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血
脉传承——我的家风家教故事”征文活
动在各有关部门的精心组织下深入开
展。以讲好家风家教故事为主题，中原
儿女传承良好家风、践行家庭美德、促

进社会文明，把榜样力量转化为生动实
践，在全社会形成争先进位谋出彩的浓
厚氛围。

一次“家内涵”的思想探索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原儿
女树立起的醇厚家风，已成为他们廉洁
修身、廉洁齐家的传家宝。为进一步深
化对家风家教精神的理解，扩大家风家
教精神的影响面，挖掘平凡家庭里的动
人故事，让家庭真正成为厚德之所，“血
脉传承——我的家风家教故事”征文活
动在全省范围内全面铺开。

自 2016年 8月以来，第一届征文
活动共收到来稿 3000多篇，很多人都
用一句话总结自己的家风、家教。其
中，有“老实做人，勤恳做事”的传统美
德；有“善待邻里，吃亏是福”的处世原
则；有“差一点点最好”的人生哲学；也
有“这都不算事”的乐观豁达……他们
思索正直、善良、勤劳等传统美德如何
让人生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在第一届征文活动成功举办的基
础上，第二届征文活动自 2018年 5月
起开展，共收到征文来稿 4000多篇、
书法和摄影作品 3000 余幅。内容涉
及家庭教育中的和谐、孝道、劝学等。
今年 4月份，省关工委等有关部门对
第二届征文活动获奖单位和个人进行
表彰。

在某种意义上，家风和家教构成了
独具家庭特色的“道德共同体”。通过
开展征文活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尊老爱幼、勤俭持家、邻
里团结、修身律己的理念，忠诚、责任、
亲情、学习、公益的观念在中原大地落
地生根。

一个“家故事”的集体回忆

家风是什么？第一届征文一等奖
获得者刘亚茹在《家风是无言的教育》
一文中，这样写道：“父母不曾专门对我
进行过有关家风家训的教导，他们一直
用行动让我明白，在人的一生当中，究

竟什么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心灵家园，

还是令人难以割舍的儿女情长，家总有
一股文化亲和力与情感凝聚力，激发人
们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自觉担当。

第二届文字类一等奖获得者牛军
芳的父亲是一名木匠，父亲对榫卯严
苛要求让他受益颇深。“所谓一凸一
凹，一转一折，由整化零，由零归整，成
居室美具，皆是榫卯之功。父亲在用
榫卯雕琢家具的同时，也雕琢了我的
人生。”

好家风犹如一颗种子，蕴含在一茶
一饭中。无论是苦口婆心的叮咛嘱咐，
还是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都会对人的
成长产生重要影响。

家风，承载着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生
活方式、生活态度、文化氛围、价值理念
和人生观等，构建了一个家庭或家族独
有的特色。通过开展征文活动，良好的
家风家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价
值观，激荡成时代新时尚和历史大潮

流，不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一场“家文化”的集中分享

古人有言：“家之兴替，在于礼仪，
不在于富贵贫贱。”征文活动唤起了人
们对家风家教的重视和重新认识：家庭
是人生旅程的起点，家风是精神成长的
沃土。

《我家发放奖学金》一文中，第二届
文字类一等奖获得者杨中兴讲述了这
样一件事：“为鼓励孩子们努力接受学
校教育，我们实行了奖学金制度……我
侄子杨新因病致贫，他的一双儿女在家
风激励和奖学金支持下，都考上了大学。”

在弘扬好家风好家教的同时，不少
人树立爱国情怀，把实现个人梦、家庭
梦，融入中国梦中，推动形成爱国爱家
的热潮，形成以家风家教促进家庭文明
建设的带动效应。

“我的父亲叫程留宾。1937年，日
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我父亲
会同李爽、程彦洛等有志青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第二届文字类二等奖获得
者程爱梅讲道，“只要生命不止，我都会
去宣讲，我要告诉我的子孙和我的学
生：‘许许多多的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
命谱就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唯
有当好红色基因传承者、实践者，才能
告慰英灵。’”

一家仁，一国兴仁。让美德厚植于
每个家庭，不仅能为家庭美满、生活幸
福、人生出彩完成奠基，更可以为实现
中国梦激发文明风尚力量。正如第二
届书法类一等奖获得者徐正军所写的那
十个字一样“国泰千秋祚 家和万事兴”。

“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高塔的塔
基，有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好家风，社
会风气才会有向好的基础。”第三届“血
脉传承——我的家风家教故事”征文活
动即将拉开序幕，全省广大“五老”和青
少年要以此为契机，大力弘扬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等，让中华传统美德厚植
于每个家庭，为家庭美满、生活幸福、人
生出彩奠定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激发文明风尚力量。

从“崇德向善”到“家国情怀”
“血脉传承——我的家风家教故事”征文活动综述

□张建华 李志明

今年3月，河南省医药卫生学校制
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
理论课工作方案》，对思政课进行整体
规划部署，积极创新思政课工作机制，
建立班级思政辅导员制度，这是他们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
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大力加强思政课
建设，促进形成全校教职员工共同参
与、共绘育人同心圆的重要举措。

河南省医药卫生学校是一所普通
中等专业学校，国家级重点中专，隶属于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是首批“河南省
职业教育特色院校”“河南省高水平专业
建设单位”，在校生规模近7000人。近
年来，学校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要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铸魂育人，着力加强思政课改革

创新，提升思政课质量和效果。
一是建立健全一支专兼职结合的

思政课教师队伍。针对学校规模扩大
的实际，及时补齐思政课教师缺口。
建立副科级以上干部包班制度，为每
个班级增设一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为班
级思政辅导员。制定下发思政辅导员
职责，明确思政辅导员目标、任务，完
善思政辅导员奖惩措施和考核标准，
促进思政辅导员参与班级管理及活
动，形成班主任和辅导员齐抓共管局
面。制定思政课教师培养培训计划，
加强思政课研训活动，强化教学管理
和教研组（教研室）建设，全面提升思
政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改
革思政课教师激励评价机制，在专业
技术职务评审中，将思政课教师单列

指标、单独评审，保障思政课教师待遇
和权益。

二是坚持领导干部讲思政课制
度。学校每季度安排一名班子成员针
对时政热点以及学生关切的问题讲一
堂思政课，学校4名班子成员全年轮流
讲一遍。讲授以直播或录播方式进
行，做到全员全年全覆盖。两年来，学
校领导分别以《传承爱国三问，奏响时
代强音》《从国庆看爱国》《树理想强信
念，促成长成才》等为题，结合国际国
内形势、职业教育特点和学生思想实
际，为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理想信念、
感恩与诚信等方面系列教育，收到良
好效果。

三是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体系。坚持把育人渗透到学生学业全

过程和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形成全
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制定《育人
目标计划》，从学生入学职业生涯规划
到毕业设计，从专业课学习到见习、实
习、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理想信念确
立、加强世界观改造到学生平时衣食住
行、一言一行，从教师、班主任的严格要
求到学校各层次人员管理和学校各方
面工作，全面进行指导规范，提出具体
明确的育人目标、育人途径、育人措
施。坚持一月一主题，把工作和活动分
解到每一个月份，明确目标要求、明确
责任部门，认真抓好落实。学校坚持不
断地开展传统文化、职业技能、文明风
采、护理技能等大赛，积极发展和培育
教室文化、宿舍文化、餐厅文化及廊道、
办公室、庭院等校园文化。大力倡导

“十个一”（读一本好书、唱一首好歌、写
一手好字、讲一个好故事、说一口流利
普通话、学一项技能、培养一项特长、养
成一个好习惯、参加一次活动、做一件
好事）活动，积极开展学生劳动实践周
活动，将劳动课集中安排，划分值班值
周岗位、卫生片区等，实现学生自我劳
动、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强化学生作风
养成和素质提升。

四是融思政课于各项活动之中。
学校重视在重大活动中熏陶锤炼学
生。在坚持开展好开学典礼、入学教
育、军训、各种运动会、表彰大会的基础
上，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共产党员“初心使命四问”主题
党日活动、“不忘初心，立德树人”专题
征文和师风师德学习交流，强化理想信

念教育；组织开展“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红歌大赛”；结合“七五”普法开展法
纪系列教育讲座；结合歌唱祖国、歌唱
党等红歌内容开展“庆国庆，我与祖国
共奋进”拉歌比赛；疫情防控期间，开展
系列活动,进行生命教育、信念教育、科
学教育与道德教育，组织优秀共产党员
事迹展播、抗疫先进事迹报告会及“最
美教师、最美学生”评选活动，教育激励
学生成长成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扎实有效的
思政工作，促进了学校全面建设。学
校吸引力持续增强，学生规模不断增
长；学校毕业生广受欢迎，宝岛眼镜公
司连续9年与学校签订用人协议；学校
党委连续两年被省工信厅党组评为

“先进基层党委”。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该校将借国

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东风，加快职
业名校建设步伐，加强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创新思政课机制 全员共绘同心圆
——河南省医药卫生学校全面落实思政辅导员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