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C YM

2023年1月20日 星期五
光洲工作室主编 责任编辑：杨光洲 校对：熊健兵 电话：0579-8538101944

⦾
论

理

杨光洲

陈鲁民

⦾
聊

天

刘吉同

⦾
画
里
有
话

近来几起男女官员婚外偷情
被披露，尤以扬州、淮安那例轰
动、狗血，还有戏剧性。据说，女主
角的老公，就是通过婚房里的监
控发现妻子红杏出墙，并由此拿
到第一手证据，二话不说直接报
官，使这一对苟合官员曝光，现已

“按程序追究二人纪律责任并免
职”。（2023 年 1 月 13 日《中国新
闻周刊》）后边肯定还会有其他处
分，这两位身败名裂是没跑了。

我不由突发奇想，如果当年
武大郎有视频监控手段，可能就
不会那么窝囊与被动了，或许也
能快意恩仇，讨个公道。他可以在
卧室安一个，窗户按一个，大门口
安一个，家里一有风吹草动，蛛丝
马迹，他就可以及时看到，采取断
然措施，防患未然，也不用边卖炊
饼还边惦记家里娘子。他就是因
为没有现代监控手段，防不胜防，

结果让西门庆狗钻篱笆，猫偷鱼腥，
还让他白搭上一条性命。

若有了监控，当第一回金莲用
竹竿打落西门庆帽子时，他就会有
所警觉，及时进行防范，对老婆进行
教育提醒，制止事态继续发展，将出
轨苗头掐灭于青萍之末。即便没有
成功止损，让西门庆得了手，还可
以拿到金莲与西门庆偷情视频，以
此报官，铁证如山，任你县太爷和
西门庆官商勾结，也得给我一个说
法。县里告不赢我还可以去府里
告，去京城告，不信这天底下就找
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万一碰上包
青天，拦轿喊冤，那就有人主持公
道了，他连驸马爷陈世美都敢收
拾，还怕一个清河县小混混不成？
大堂上那锃明瓦亮的狗头铡可不
是吓人的摆设。

退一步说，如果武大郎生活在
高科技的今天，他可以像球王梅西

那样注射生长激素，身高长成正常
人，不至于屡屡被人欺负，连自家
老婆也看不上，直盯着外头的帅哥
流口水。他还可以通过试管婴儿技
术，让金莲生上一堆娃娃，整天忙
着洗尿布，带孩子，也就没那么多
闲心去卖弄风骚了。可惜武大郎生
不逢时，没借上高科技的光，这也
是没办法的事。

回过头来再说扬州、淮安那一
对野鸳鸯。身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当代官员，怎么没有一点现代意
识，做那见不得人的勾当时，怎么
就不知道检查一下有无监控、录
音、针孔摄像头？都说恋爱的人弱
智，其实偷情的人更弱智。也可能
是他们情至极浓，色令智昏，颠倒
鸾凤，如胶似漆，光顾着享受了，却
忘了偷来的锣鼓敲不得，不仅疏于
防范，还搞那么大动静，在人家的婚
房里闹得有声有色。不抓你抓谁，你

不丢人谁丢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然也可

以成为反腐利器。武大郎当年如果
有了监控，就可以状告触犯《宋刑
统》的西门庆，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扬州这位受害者今天则正是用了监
控视频，把违反生活纪律的官员送
上审判席——至少是道德审判席。

荷尔蒙是个好东西，作用很大，
不可或缺，但也要控制好分寸，有
所节制，若被其冲昏头脑，不管不
顾，后果也很糟糕，西门庆就是因
此掉了脑袋，遗臭万年，还捎带着
害了不少人。扬州、淮安这两个官
员的荷尔蒙泛滥，代价也不小，不
仅官帽没了，前途暗了，还可能会
带来多个家庭的破裂，也给当地官
员群体形象抹黑，毕竟官员生活作
风无小事。因而，即便你做不成柳下
惠，也别像西门庆，须知武松的拳头
可不是吃素的。

假如武大郎有监控

冬已残，春将至。在辞旧迎新
之际，回首过往，审视当下，展望
未来，不免感慨。兔年就在眼前，
心愿也似兔子跳跃一样，一个个
地往外蹦。

但愿困扰全人类的新冠疫情
如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能尽快彻
底消失更好。

但愿经济社会发展摆脱疫情
的羁绊，如关老爷的胯下赤兔，既
有日行千里的速度，又有夜走八
百的韧性。

但愿各条战线，各个单位，多
些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勇于开辟
新天地的拓荒牛。少些不干实事，

却如兔子的眼珠，靠耍嘴皮取悦领
导的红人（仁）。

但愿共富路上大家都意气风
发，你追我赶。对靠智慧、汗水富起
来又回报社会的排头兵，给予应有
的尊敬，见贤思齐，而不是嫉妒，如
兔子一样眼红。

但愿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态，正
确认识自己，不妄自尊大放大自己
的优点，无视他人的长处。要力戒心
浮气躁，不做在赛跑中输给乌龟的
骄傲的兔子。

但愿大家在正当的竞争中审时
度势，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蓄势时
韬光养晦，藏于九地之下；爆发时一

鸣惊人，动于九天之上。
但愿老年人都有不见兔子不

撒鹰的定力。任凭骗子花言巧语，
他许诺的好处只要没放到我手
上，都是水中月，镜中花，让我打
钱，没门！

但愿年轻人都正常婚恋，不要
让父母替你们相亲、犯愁。经营婚姻
家庭要诚信，不要如嫦娥自私得只
顾自己，躲入广寒宫抱着兔子寂寞
终身。

但愿学生把功夫下在平时，上
课认真听，作业认真写，不放过任何
一个搞不懂的知识点，而不是见兔
顾犬，考试临头才想起这里没学会，

那里不明白，临阵磨枪，疲于应付。
但愿大家都珍惜光阴，以只争

朝夕的劲头扑在学习、工作上，而不
是在无聊的鸡毛蒜皮上浪费精力，
到头来一事无成，空叹兔走乌飞，岁
月无情。

但愿官员都勤政，锐意改革，向
实干、创新要业绩，而不是因循守
旧，守株待兔。

但愿官员都廉洁自律，守身如
玉，绝不做靠山吃山、靠权吃权，连
窝边草都不放过的贪婪坏兔子。

但愿人人健康，但愿事事如意，
但愿家家幸福，但愿国运昌盛更富
强——兔来福到！

新年心愿

写下题目，有点堂吉诃德大
战风车的味道，因为占有的资料
太少。不知道阿 Q 的姓名，不知
道他的爹娘，更不知道他的身世
和生平，只知道他是一个愚昧落
后的农民，是“沉默的国民的魂
灵”。不过，阿Q不可能像孙悟空
那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他肯定
有祖先，祖先也有祖先，那就不妨
从这入手。

先抄三段史料：
唐武德四年(621)，唐军兵临

梁国首都江陵，诸将领以胜利者
的身份欲入城抢掠，梁国中书侍
郎岺文本向唐军统帅李孝恭说：

“江南之民，自隋末以来，困于虐
政，重于群雄虎争，今之存者，皆
锋镝之余。”（《资治通鉴》卷189，
下同只注卷数）

944年，后晋由于契丹入侵，
国用愈竭，朝廷“复遣使者三十六
人分道括率民财，各封剑以授之。
使者多从吏卒，携锁械、刀杖入民
家，小大惊惧，求死无地。州县吏
复因缘为奸。”（卷284）

《新乡县续志》载：嘉靖十六年，
“荒，人相食，大疫。死者枕藉至不能
殓，填弃沟壑”。

这三段分别记述了战争、暴政、
灾害下老百姓的生存状态：“锋镝之
余”下的死里逃生；官府抢劫下的

“求死无地”；饥荒年间的“人相
食”。一次次改朝换代和异族入侵，
一场场天灾人祸，一群群豺狼虎
豹，老百姓就像被围猎的羊，一遍
遍地被碾压、蹂躏和撕咬。他们要
么在绝望中死亡，要么在绝望中中
苦苦挣扎。运气好一点的，可能会
活下来，但也只能像古人所言如鱼
游釜中。阿Q的祖先无疑就是这样
活过来的。辈辈都贫穷，而“贫穷遮
蔽了人的眼睛，让人看不到食物以
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
让人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
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
严和权利。”（湖南人民出版社《中
国国民性演变历程》35 页，张宏杰
著）何况人们遭受的还不仅是贫穷，
还有如鲁迅所言的“屠戮，奴隶，敲
掠，刑辱，压迫”等更残酷的欺凌，而

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有血性、有骨
气、有情怀、有胆量的人，则被大面
积消灭。“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
剑严相逼”。年年如此，天天如此。这
对民族乃至每个人的精神气质不可
能不产生影响。于是，恐惧、懦弱、猥
琐、愚昧、奸诈、自私、冷漠、虚伪、势
利、嫉妒、狂妄、贪婪、卑怯、奴性、麻
木、说谎这些东西便应“运”而生。而
光明磊落、堂堂正正、高风峻节、扶
危济困、悲天悯人、聪颖睿智、雍容
文雅的品格和气度则很难产生。阿
Q的祖先们的生存史和精神史大概
就是这样。

说到精神史，不应漏掉阿Q祖
先们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教育，恐怕
不外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那一
套。其实，本原的儒学还是有不少
精华的，如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孟子的“民为重，君
为轻，社稷次之”等。但是，经过统
治者一次次改造后，儒学最终只剩
下了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和培育
愚夫愚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那一套。我想，阿Q的祖先们对

这些肯定耳熟能详，更是从小泡在
《二十四孝》、“存天理，灭人欲”这
样的文化中。

生存环境本就很恶劣，再加上这
些腐朽思想的灌输，其思想意识是
些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些东西
一代代的叠加便形成了丑陋的“魂
灵”，再一辈辈沉淀、遗传和劣化，最
终形成了阿Q这样的“结晶”和“集
大成者”，于20世纪二十年代初在鲁
迅笔下横空出世，阿Q大概就是这
样炼成的。不过，炼成的岂止是阿
Q，孔乙己、华老栓以及华家茶馆里
的那群常客，还有闰土、王胡、小D、
祥林嫂等等，都是“炼成”的结果。

“五四”以来，一代代精英杜鹃
啼血，呼吁国民性改造。尤其是鲁
迅，呐喊最为激越，批判最为坚决和
彻底。他塑造的阿Q，就是这呐喊中
的一道最强音，也是对中国乃至世
界文化的巨大贡献。如今，改造远未
彻底完成，“同志仍需努力”。病怎么
医？只能对症下药。但我以为千万不
可忘记鲁迅，比如他的拿来主义，就
是一个好思想。

阿Q是怎样炼成的

最近，精神离职成了网络热词。人虽然在单位
上班，可是，心不在焉，灵魂出窍，精神根本不在工
作状态。

短评：员工精神离职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
是，有一个原因是共同的，那就是对工作提不起兴
趣，而且根本就没有通过把工作干好提高自己生活
质量、拓展自己前途的想法。这其实反映出员工对岗
位的认识。如果单位提供给员工的岗位的确让其大
材小用，那么，精神离职的员工迟早会离开这个单
位。如果单位给员工搭建的平台足以施展员工的才
华，而员工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想做，却赖在岗位上
混日子，那么，就是单位的考核制度没有做到奖勤罚
懒。无论是岗位配不上员工之才，还是员工之能配不
上岗位，都需要单位深入了解员工，做到量才使用，
奖罚分明。员工精神离职，病根在单位管理上。

日前，云南省马关县公安局成功查获一起为
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提供帮助案。马关警方通过侦
查发现，黄某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将电
话卡、微信号、QQ号出租给他人从中获利。黄某
对此供认不讳。马关县公安局对黄处以行政拘留，
没收违法所得890元，并罚款5220元。

短评：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为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或帮
助。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
处以拘留，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有些人为贪图
小便宜，把自己的电话卡、微信号、QQ号卖给或
出租给他人，这其实是有着巨大的法律风险的。一
旦购买者或者承租者利用你的号码进行违法犯
罪，你就成了和其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最终得不
偿失，还得面临法律制裁。自己的号，自己用，不要
因为蝇头小利上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的当。

企业给员工加薪，正常情况下是员工感谢企
业。然而，日前，重庆一家公司给员工每月加薪50
元后反而道歉，因为公司觉得给员工加薪少了。这
家公司称：“对不起大家，这微不足道的金额，公司
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据悉，公司每年都会给6000
多名员工加薪。今年加薪数额较少，是因为公司效
益没有达到预期。公司觉得对不起员工，就向员工
道歉，希望得到员工的理解。

短评：有人说，企业起步时，企业主也许想的
是为了自己办企业。企业发展壮大起来，企业主的
格局随之提高，办企业就不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
是为了更多人的就业与幸福。这家公司每年主动
为员工加薪，显然是把为员工创造幸福当作自己
的责任。将心比心，这样的良心企业当然能赢得员
工的支持。企业与员工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是利
益关系，但是，有了心与心相通的感情后，这些关
系才会有韧性，才会有温度，才能携手共渡难关，
才能共创美好与辉煌。一些员工流失严重的企业，
不妨想一想：员工为什么要离你而去？你把员工利
益真正放在心上了吗？

日前，一个知乎网网友发文称自己是上海“土
著”中产，在美国留学时结识了江西萍乡女友，女
方家人向他提出要“1888万元彩礼”、把价值数千
万元的房产过户到女方名下、给女方上百个亲戚
每人十万红包，最终因为双方谈不拢而分手。萍乡
有关部门展开调查，当地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根据
出入境情况核查，初步判断该文章内容系杜撰。随
后，上述帖文的发布者发表致歉声明，承认了杜撰
事实。知乎小管家发公告称，依据《知乎社区规范》
对其永久封禁。

短评：为了博眼球、赚流量，不惜编造谎言，散
布地域黑，这种行为堪称恶劣。对这种人，仅仅封
号就够了吗？显然，这与其对一个地方造成的负面
影响是不相当的，而且，仅封号并不足以让其他网
络喷子闭嘴。还是让其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与法
律后果为好。比如，可责令在媒体上公开承认错
误，将其劣迹记入诚信档案，让其同老赖一样在贷
款、高消费等方面受到限制。面对道德、法律这两
把利刃，喷子就会收敛多了。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知情网友爆料称，辽宁
省大连市普兰店区某中学下发了一则号召教师献
血的通知，里面提到“献血者在学校评职、评优、评
先中同等条件予以优先考虑”。涉事校方表示发布
此消息考虑不周，现已将其收回。

短评：职称评审，主要评的是什么？当然是职
业水平、职业能力与职业业绩，这些与是否献血有
什么关系呢？职称评审有政府制定实施的标准，作
为政府部门管辖下的一个学校，有什么资格篡改
官方的标准呢？自愿献血当然光荣，但是，把献血
与职称评审捆绑在一起，就有强迫的味道了。现实
中，有不少地方、部门、单位往职称评审标准中塞
了许多私货，也就是刁难申报职称者的土政策，以
达到实现自己种种意图的目的。有关方面真该组
织检查，看看还有多少这样的土政策在压迫着申
报职称的知识分子。像这种变相强迫申报职称者
出血的土政策，还是早点清理掉好。

担心乘客冬天握着车内的扶手冷，日前，杭州
13路公交车女司机李则红又给车上的扶手“穿”上
了她亲手织的毛线外套。2018年冬天，李则红偶然
发现乘客因为怕冷，不愿意握公交车内扶手。她就
做了28个毛线外套裹在扶手上，以后每年如此。广
大乘客对此赞不绝口。李则红说，我只是做了力所
能及的事情，公交车司机就要为乘客多想一点。

短评：公交车司机的工作岗位是平凡的，但
是，李则红却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赢得了人们的
尊敬，因为她自觉地把自己的岗位与为人民服务
联系了起来，尽可能做好一点一滴的每一个细节。
她把美好的体验带给乘客，乘客自然也把她记在
心间。你的工作岗位也许是平凡的，但是，如果你
在岗位上给人以温暖，传递正能量，那么，你在别
人心中就是一轮太阳。

跃过重重障碍，
克服种种困难。
冲破新冠阴霾，
胜利曙光显现。

马菁海 绘 杨光洲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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