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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总结要直面问题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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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有此事

□卢立进

中原影像

□张超摄

有话直说

□刘琳娜

做正确的事 正确地做事
民生关注

□张会丽

莫让坦途生“癞疮”

乡村婚礼也时尚

新春特稿

□樊进举

最近读到一句话“你只是看

起来很忙”，颇有感触。为什么有

的人忙并快乐着、忙并收获着，有

的人却忙并肤浅着、忙并焦虑着。

想起自己大学时写论文的

事。眼看着其他同学接二连三地

发表论文，我整个人都慌了，每天

神色凝重，草草吃过早饭就去教

研室，中午有时连午觉都不睡，晚

饭后又匆匆赶到教研室，可是两

个月过去，论文还是没有大的进

展。一天中午吃饭时，我忧心忡

忡地说发不了论文毕不了业，要

再把时间挤一挤，男朋友一脸严

肃地说：“别再挤时间了，没用，都

是瞎忙。”我全身打了个寒战，也

瞬间明白了论文一直没有进展的

原因。其实我努力的方向和方法

都有问题，一个劲找各种各样的

资料，但从来没有好好思考和研

究过论文方向。一天天在恐惧和

慌乱中度过，但自己从来没有好

好计划，规定时间节点，而且总是

找借口先把不怎么重要，可干可

不干的琐事先处理完，但内心从

未把论文真正当成最重要的事。

所有的看起来很忙就是告诉自己

和别人，我努力着呢。

什么多久没有休假、什么天

天熬夜到天亮，如此“忙”法是你

的愚蠢、你的自欺欺人，还是无意

义无价值的自我消耗？如果没有

在正确的事情上，以正确的方式

“忙”，那么所有的吃苦就是浪费

时间和生命。

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不

仅是管理中最基本的道理，也是

工作生活中最质朴的知识。做正

确的事情，就是在做事情之前明

确目标和方向，弄清楚什么事情

是应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应该

做的；正确地做事就是采用正确

的方式方法做事情，把事情做得

有效率。

相对而言，选择正确的事可

能更难，因为方法并不是最重要

的，更重要的是执行方法的人。

方法是死的，它只能保证你在解

决问题的时候没有遗漏，但是如

何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却要靠

人的智慧，而且是见仁见智。只

有不断地学习、思考和实践，才能

在选择时真正做到游刃有余。

那些真正努力的人，也许没

有那么忙，没有那么痛苦，他们就

是选择正确的目标和方向，再用

智慧的、正确的方式不断向前，一

边努力一边享受生活。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

雄鸡抖动着翅膀一声啼鸣

村庄便从夜色里匆匆走出

去拥抱一轮殷殷的鲜红

拉犁的老牛播种着希望

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辉煌与憧憬

悠悠蜿蜒的脚印里藏着微笑

袅袅炊烟里裹着她绵绵的爱情

村庄在山脚下生存了百年

在这里也享受着安逸和纯净

山林是她厚重敦实的脊梁

河溪是她梳妆生活的明镜

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桃源”境地

闻着这阳光的味道醉而生情

春夏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画卷

秋冬有古道西风瘦马的风景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

风闻到了劳动者独特的汗腥

披蓑化犊农耕的山里樵夫

正扬帆开启未来的新征程

将夕阳里思念牵挂的细语

构筑成一个真实的童话与美梦

又到岁末年终，各单位各部门通过回顾梳

理一年来所做的工作，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分

析原因，找出对策，这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仔细察看一些单位的年终总结，却

经常发现存在着结构失衡的现象：谈论成绩时

长篇累牍、不惜笔墨，谋划未来时指点江山、慷

慨激昂，唯独总结问题时蜻蜓点水、惜墨如

金。甚至有的年终总结，洋洋洒洒几千字，通

篇看去全是亮点和先进，不足和问题却难觅其

踪。这就让人不禁纳闷：难道此单位过去一年

的工作极其优秀，完美无缺？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这样的总结说到底就是在赚吆喝、唱颂

歌，既脱离了工作实际，也是作风不实、搞形式

主义的表现。

究其原因：一是不愿谈。众所周知，工作

成绩好不好，都会直观地体现在单位的年终总

结中，并呈报给上级部门审阅。一些领导出于

自身仕途考虑，生怕谈缺点和不足会影响到自

己在上级眼中的印象，便选择极力渲染工作成

绩和亮点，对缺点、不足则避而不谈，或一笔带

过。二是不能谈。有的单位将年终总结当成

一项规定动作，认为只是走过场、走形式，随意

成文敷衍了事，照搬几点来应个景、交个差。

三是不敢谈。年终总结关系着评先评优，某些

单位工作成绩乏善可陈，不足问题一大堆，如

若在年终总结中“暴露”出来，不仅“有损”单位

形象，而且惧怕问责受罚，只得虚与委蛇只字

不提，企图蒙混过关。

事实上，不管是不愿谈，还是不能谈、不

敢谈，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功过自

有公论。总结中多讲一些不足，甚至勇敢地

承认一些错误和教训，既表现了各级领导干

部的务实态度，也体现了善于发展的政治智

慧，更展现了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群众利益负

责的大无畏勇气。这是每一名领导干部应当

具备的政治品德，也是我们事业向前发展的

有益保障。

“知不足方能进步”。少评功摆好，多查找

不足，才有利于保持正确的思想认识和积极进

取的精神状态，才有利于激发工作热情，知不

足而奋进。

在党中央关

注民生大政方针

的指引下，全国上

下兴起了修富路、促民生的滚滚热潮，短

短几年内，多年泥泞不堪、弯曲狭窄的土

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和水泥路，

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起到了

推动作用。

但是，笔者却发现，一些临路而居的

住户看好了门面房升值的空间，纷纷拆

旧房建新楼，在公共路面上乱堆乱放建

筑材料、搅拌泥浆。由于对掉落在地上

的泥浆处理不及时，时间一长便与地面

凝固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小山丘”、

“小包包”，再加上施工时，工人们的粗心

大意，使掉落的东西砸坏了路面，形成了

许多小沟小窝，使平坦的路面生了“疮”，

结了“痂”，疙疙瘩瘩，令人心痛；还有一

些不文明的环卫工人和冬季行路人随意

在路旁焚烧垃圾、烤火取暖；更有一些农

民为抗旱浇水而挖路埋管，事后又不及

时复原处理，使路面变得千疮百孔，一到

雨天尤其是到了冬天，积水成坑，坑水结

冰，重车再一碾轧，大大缩短了道路的使

用寿命。

大家都知道，修路不易，投资巨大。

党中央拿出那么多的钱，修那么多好路，

目的是为了惠及民生，发展经济。如果花

了钱，修了路，大家不爱护，早早长了“癞

疮”，坏了路，岂不是最大的浪费吗？为了

方便大家的生产生活，就必须十分爱护脚

下的每条路。当地政府和交通部门要高

度重视，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

全民爱路护路意识，同时要加强监督管

理，依法依规管路护路，公路部门和护路

队伍要加强巡查护理。一定要尽路所能，

发挥所值，惠及民生，早奔小康。

12月26日，柘城县陈青集镇顾庄村青年农

民段立元在家中举办婚礼。为了一生中的大事，

他专门请来了县电视台婚庆栏目的编导和主持

人策划和主办自己的婚礼。婚礼既有传统因素

又时尚华丽，令人耳目一新，博得来宾阵阵掌

声。生活富裕后的不少柘城乡村青年人都追求

婚礼时尚华丽，这一愿望也推动了该县婚庆市场

的繁荣。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允许普遍二孩”的政策，意味着

独生子女政策开始退出历史舞

台。在二孩方面，我家是幸运

的，我抓住了生育二孩的“尾”，

两个孩子赶上了普遍二孩的

“头”，可以圆我们老两口多年的

梦想。

1980年，中国开始实行独生

子女政策。但在农村，生育女孩

后只要间隔4年就能生二胎。那

年秋天，女儿还不满两岁，我意外

怀孕了。我和爱人商量，做了吧，

丈夫同意。我俩倒不是计生积极

分子，只是婆婆过世，母亲要伺候

有病卧床的父亲，我和丈夫又要

上班，要是再添个孩子，那是分身

乏术。一次我去姐家，无意中说

起做人流的事，姐一听，急了，说

啥也不让做，要是男孩做了多可

惜。

“要不就留着？”我和丈夫商

量，但他也没主意。就这样，在我

俩的犹豫中，小生命一天天长大，

最终留了下来。

怀孕5个月的时候，校长找

我谈话，说上边有规定，二胎间隔

不够4年要受罚。那时我的月工

资33元，按规定每月应扣11元，

怀孕5个月扣55元。回到家我哭

了。丈夫说：“哭啥嘞，不能又想

吃鱼又嫌腥。把罚款单都留着，

等将来孩子大了让孩子给你报

销。”

我家二孩也真恼人，不管你

是男是女，足月了总该露面吧？

可预产期过了一周还是没一点征

兆。每天晚上我都是靠着墙坐着

打盹儿，一躺下来孩子顶着胸上

不来气，还拳打脚踢，把我的肚皮

戳得像游弋的小馒头。

就在我家土炕上，孩子终于

落地了，是个大胖小子。嫂子跑

去拿秤，一称九斤半，便高兴地

说，四舍五入，叫“十斤”吧。这次

罚款共计180元，正好能买一辆

飞鸽自行车。搬了几次家，罚款

单也丢了，自然也无法让“十斤”

报销了。

如今女儿亭亭玉立，“十

斤”已是180多斤重的男子汉，

姐弟俩虽已各自成家，但你来

我往，情谊深厚，我看着也是醉

了。孩子还是有两个好，上小

学的孙女每次回姥姥家，看到

她舅舅家的龙凤胎就喜欢得不

得了，缠着妈妈给她生个小弟

弟或小妹妹，怎奈单独条件不

够，不能满足孩子。这次二孩

政策放开以后，小孙女可高兴

了，说妈妈能生小娃娃了，有了

小娃娃，她要教他画画，教他弹

钢琴，教他练书法。

生二孩，不仅是小孙女的愿

望，也是我全家和所有想生二孩

家庭的愿望。

“本人女，30岁，嫁给香港富

豪，因老公意外失去生育能力，现

出50万元诚寻健康男士共孕。”

这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以求子代

孕为名的手机诈骗广告，没想到

却骗走了信阳市农民李庆有的23

万多元。

今年7月2日，50岁的信阳

市平桥区农民李庆有接到一条上

述内容的电话，一自称姓杨的女

子许诺出50万元人民币与其共

孕，并要求李庆有先汇款500元

以示诚意。李庆有信以为真，未

与家人商量，即于 7月 13日汇

500元至杨姓女子指定的户名为

陈广平的账户。两天后该女子以

“双方素未谋面，保证其人身安

全”为由，让李庆有先与她的“律

师”联系，拒绝和李庆有直接见

面。“律师”和他见面后，杨某又以

办手续等借口，诱骗李庆有给她

汇款4.5万元。

7月19日，李庆有收到一条

短信，称他的账户已收到从香港

银行汇入的50万元人民币的代

孕酬劳，并声称这50万元暂时被

冻结，需另行支付10%的税收才

能拿到。一天后，李庆有继续汇

款5万元，而后“律师”又以“港币

与人民币存在汇率差、缴纳人身

保险”等借口，骗得14万元。截

至此时，李庆有一共汇去了23.55

万元，然而他不仅没有去银行查

证50万元是否在自己的卡上，甚

至对于电话中的“女子”连面都没

见到。

直到7月24日，李庆有前往

银行查出自己账户并没有50万

元，且对方手机无法打通，此时他

才如梦初醒，立即向平桥区公安

分局老城派出所报案。目前警方

正在调查此案。

1989年9月，我升入一所乡村中学读初

一，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刚毕业的魏老师。那

年的11月，我们步入初中生活还不到3个月，

魏老师在班上宣布了一个特大消息：为喜迎新

年到来，我们班准备举办一场元旦晚会。同学

们一片欢呼。毕竟，举办元旦晚会在这所偏僻

的乡村中学是第一次。

在魏老师手把手地指导下，筹备工作开始

有条不紊地进行：晚会当天的音响设备很快落

实到位，班上一位家境殷实的同学将家里新买

的录音机拿到了学校；最难办的当数节目的确

定，一场晚会需要十几个节目，可我们全班50

多个同学仅有5人报名。毕竟身处偏僻的乡村，

我们小学五年连一堂音乐课都没上过。几位略

有文艺细胞的同学，也仅仅是会唱几首像《大约

在冬季》《天竺少女》之类的流行歌曲。

眼看着元旦一天天逼近，可节目单上却是

一大片空白，同学们心急如焚。救场如救火，

当时我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向魏老师表

态：我出两个节目，一个相声，一个小品。其实

我仅仅是脑子一热，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说

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接下来，

为了兑现我的诺言，着实费了不少心思。晚上

躺在床上，脑海中一遍遍回想着曾经看过的春

节联欢晚会，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我初步确定

了一个关于吹牛的相声和一个关于拔牙的小

品。小品的排练很顺利，不用说多少台词，只

需把动作表演得夸张一些就行了。而相声就

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当年那个关于吹牛的相声

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但那些妙趣横生的经典

台词我只能记个大概。有些内容实在回忆不

起来，我和同桌就新编一些内容添加进去，经

过两周的反复修改，相声脚本终于定稿。

可能是同学们受我的感染和影响，接下来

的一段时间，大家参与元旦晚会的热情空前高

涨，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一位同学的父

亲是位坠子书艺人，硬是缠着父亲教给他一个

经典小段，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苦练；还有一个

男同学，模仿霹雳舞和太空舞的动作自编了一

个舞蹈。在同学们的热情参与下，晚会节目由

5个直线上升为19个。

正式演出那天，教室内外挤满了前来观看

演出的外班学生，场面十分热闹，一个个精彩

纷呈的节目博得了大家的满堂彩。那一刻我

明白了什么是苦尽甘来，什么是引人注目，伴

着一次次经久不息的掌声，几个月来为筹备元

旦晚会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化作了无以言表的

兴奋和激动。

近期以来，一

些消费者在向工

商部门就消费纠

纷进行申诉时，提出的要求往往超出法

律范围。此举不仅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也会给消费者解决问题带来人为障碍。

日前，一名消费者在超市购买了一

根4.5元的火腿。尽管在保质期内，却发

生了霉变现象。消费者向工商部门进行

申诉，并提出要商家给予超出十倍的赔

偿。工商人员指出，根据《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消费者可要求商家10倍赔偿，超

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工商部门将依法拒

绝。后在工商部门调解下，商家赔偿了

消费者适当的款项。

消费者王某持一个面包包装袋向工

商部门申诉说，在超市购买的面包发生质

量问题，可没有相应的实物和购物票据。

工商部门无法判定其在何处购买，据此工

商部门无法受理。此外，有消费者在工商

部门解决其购物纠纷时，常常提出过高的

要求，并索要精神损失费等。

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在解决消费

纠纷时，一定要依据法律进行处理，切不

可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此举既会引

起商家拒绝解决问题的不满情绪，同时

也为消费者自身维权平添难度。

依托传销

网站，假借“佛

家理念”蛊惑人

心，发展下线交费，非法获得资金2.3万多

元。近日，王某被社旗县法院以犯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1万元，依法追缴其非法获利。

2014年3月8日，社旗县李店镇王庄

村农民王某，经人介绍在方城县加入“互

助兴邦”传销组织，掌握了相关理念和运

营模式。随后便在南阳市两家宾馆内组

织“互助兴邦”传销活动。假借“佛家理

念”即种善因、收善果，先舍后得，参与者

先渡人后渡己，只要交1368元入门费就

可取得“互助兴邦”会员资格，所交入门费

赠予自己的上线。任何人经组织者推荐

并交纳入门费后都可成该网站会员，参与

者根据自己发展下线会员的业绩，取得返

利，层级越高，返利越高。既能做“慈善”，

还能够获得他人“赠予”。

在听起来很完美的运作模式蛊惑下，

王某很快通过熟人发展曹、罗、李、杜4人

为直接下线，再按下线发展下线，层层发

展的模式，先后直接或间接发展会员101

个。

新年钟声

冷暖人生

□王九云

维权要适度
索赔有依据

特别提醒

□李志杰

蛊惑人心搞传销
判刑三年得报应

闻者足戒

□宋德明冯帆

我家的二孩梦

轻信有偿代孕
老汉被骗23万

流年里的元旦晚会
社会百态

□梁永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