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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事

想不到我一句本没当真的话,竟会给她幼小的心灵造成深深的创
伤。这件事虽已过去十余年,可女儿还是会常常提起,且每次提起都忍
不住怨泪盈眶,也令我追悔莫及,在我心中留下永久的伤痛。

一次失信留下的永久伤痛

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颁布一年了,会议精神和人才发展规划的贯彻落实情况怎么样?光明日
报人才版与光明网人才频道邀请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中组
部人才工作局局长徐家新做客光明网,请他就相关问题与网友互动交流,下
面刊载部分内容。(更多内容见光明网人才频道 http：//rencai.gmw.cn)

□ 方竹平

古时,曾子之妻一日要上集市,其幼子哭着尾随,曾
妻哄儿子说：“ 不要跟我去了,我回来就杀猪给你吃。”
待曾妻归来,曾子真的捉猪欲杀之,曾妻劝道：“ 不过是
一句哄小孩的话,你怎么当真?”曾子答曰：“ 子不可戏,
母戏子,子学母,日后子戏人。”于是曾子把猪杀了烹
给儿子吃。如今,重新品味曾子杀彘教子的故事,心中
感慨万分。古人且知“母戏子,子戏人”之理,当今父母
长辈又岂能不引以为戒?
父母是儿女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子
女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身为父母,不仅自己要做诚
实守信的表率,还应时常告诫儿女诚诚恳恳做人,扎扎
实实求知,踏踏实实做事,待人切不可有一次失信。
(作者为中国银行新余市分行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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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怕吓唬的,想来想去,无奈之下我只好哄她说：“ 方
瑜,爸爸上午工作忙,上午你就去幼儿园吧,到中午爸爸
下了班就接你回家。”女儿听我说中午就接她回家,于
是这天早上没再哭闹,高高兴兴去了幼儿园。
到了中午,我并没有去接女儿回家。
下午,当我到幼儿园接女儿时,女儿一见我,说了声
“爸爸是骗子”便嚎啕大哭,此时幼儿园的阿姨也向我
告状,说我女儿撒谎。我说中午接女儿回家,本是哄着
女儿上幼儿园不哭闹,却没想到,到了中午,女儿左顾右
盼,盼望我去接她回家。午饭后,幼儿园的阿姨叫她去
午睡,女儿向阿姨解释说：“ 我爸中午一定会来接我。”
无论阿姨怎么劝,女儿就是不肯去午睡。直到下午上班
时间到了,女儿仍然没有见到我的影子。这时,阿姨开
曾子杀彘
(漫画：杨震) 始教训起我女儿来,说我
女儿是个撒谎的孩子。那
有一件小事,虽然过去十余年了,却在我和女儿 天下午,女儿一个人坐在
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十余年来,每当听到 教室的角落里哭了很久
女儿提起那件小事,后悔、内疚的情感就会涌上我的 很久。想不到我一句本没
心头,一次失信竟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当真的话,竟给她幼小的
那年,我从新余市一中调到市金融系统,不久,家 心灵造成深深的创伤。这
从城南迁居到城北,于是女儿入托也就由城南的一 件事虽已过去十余年,可
家幼儿园迁到了城北长青幼儿园。刚迁新园,人生地 女儿还是会常常提起,且
不熟,性格倔强的女儿说什么也不肯去长青幼儿园。 每次提起都忍不住怨泪
每天早上,送女儿上幼儿园总是搞得我心情沉重。 盈眶,也令我追悔莫及,在
一天早上,我又在为送女儿上幼儿园发愁。女儿 我心中留下永久的伤痛。

以诚建 以信行

光明时评

道德模范昭示的“成功”含义
5月 31日的光明日报,32个版的篇
幅,呈现了 317名“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
候选人”的事迹,又一次让读者收获了平
凡的感动,得到了心灵的洗礼。报纸上,有
的标准照尽管不太清晰,却正是最普通、最
基层的影像;事迹介绍尽管都不足千字,却
是最真实、最闪光的人生记录。他们中有
投身农业科教事业的知识分子王庆煌、时
翠平,有扎根海岛的医生钟杏菊,有处处受
群众欢迎的宣讲家米吉提·巴克……
岁月的沧桑,使很多候选人的脸庞爬
满皱纹;基层的生活,也让他们的神情显得
沉着。细读他们的事迹,那些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

□ 张玉玲

□何 勇

“2011年 5月 29日 16时 11分,在望 表象不难发现,“ 人民罚单”实质上贴的是 政府部门的权威和老百姓的感情。
执法车公然违规,影响十分恶劣。市民别
京路 160号,不符合规定停放车辆,罚款 老百姓对公车违规和执法部门不作为的
此外,“ 人民罚单”,也反映了人们对 出心裁,以开“罚单”的方式予以处理,实际
200元,宁波人民。”这是一张手写的纸条, 不满和无奈,透出的是群众的怨气。
执法部门不作为和执法标准不一的不满。 上是一种监督。对于这样的监督,有关部门应
贴在宁波海曙区一辆违章停车的城管执
对公车违规停车,老百姓早有怨言。作 一方面执法车违规没有收到相应的罚单, 以谦虚的姿态认真对待,并以公正有效的处
法车上,看上去就像一张罚单。这张“人民 为政府执法车辆,城管部门执法车理当成 而且事后相关单位也很少对责任人进行 理回应百姓期待。在宁波,相关部门承认违规
罚单” 在微博上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一 为全社会遵纪守法的表率,成为依法依规 相应的处理;另一方面,执法部门对违规停 属实,对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值得欢迎。
度被热转。而当地相关部门也承认违规属 停车的垂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些执 放的民用车却积极开罚单,表现出截然不
“人民罚单”已经贴上,如何揭下来,关
实,并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法车却公然违规,甚至是在执法之时违规, 同的执法热情和力度。显然,公车和私家车 键看执法部门如何对待老百姓的监督权,如
市民给违章停车的公车贴“罚单”,从 边执法边违规。这样一种典型的知法犯法 违章停车的不同后果,反映的是执法不公。 何看待老百姓对违规行为的不满,如何约束
法律效果上说,当然是无效的。但透过这个 行为,折射的是有关部门的傲慢,伤害的是 对此,“ 人民罚单”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自己的权力。万不可息事宁人,草草了之。

受访戴口罩 影响很糟糕
据报道,不久前,广东佛山顺德区容桂
诚然,作为个体公民,他有权选择上镜 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最需要讲究实事求是
街道龙涌口村村委会与当地村民因为村 还是不上镜,但作为负有责任的公务人员, 的态度。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
里近百亩土地的审批发生纠纷。在这个过 他不能推脱回应公众的义务。尤其当某些 部门不同程度建立起新闻发言人制度,在
程中,当地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征地问题 问题可能引发社会矛盾时,相关官员就更 信息发布、释疑解惑、沟通民意等方面产
接受了电视媒体的采访,但有意思的是,这 有责任和义务出来,给社会一个明明白白 生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很多问题上,公
位官员在受访时戴了口罩,并说自己“有 的交代。然而,在顺德这件事情中,有关官员 共部门开诚布公的权威回应,能够最大限
权不上镜”。
知道回应的必要,却摆了一个遮遮掩掩的 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平息社会情绪,有效促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征地到底有没有 架势。这会让老百姓怎么想?征地是不是合 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从这个意义
违规是这一事件的主题,但出人意料,记者 法,自有是非标准,何必神秘兮兮?说明公共 上说,顺德这位官员确是犯了回应媒体的
顺带提及的“受访戴口罩”却喧宾夺主,成 事务,必须光明正大,哪能虚与委蛇、避重就 大忌,既有损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不利于
了社会舆论的剑锋所指。这也难怪,本来, 轻?显然,戴了口罩的受访,就像让事实和真 实际问题的解决。一只口罩,遮住了个人的
官员就某一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是司空见 相戴了口罩一样,不仅回应的效果大打折 脸面,却着实让有关部门丢了脸面。这样的
惯之事,可顺德这位非要弄个“犹抱琵琶 扣,更会激起公众的怀疑和不满。
得失,恐怕是这位官员未曾料到的吧。
半遮面”,这如何不让人心生好奇和疑惑?
其实,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担当的就是
事实上,官员戴口罩受访还有一厢情

国外逐渐接受“人才”概念

主持人：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下一年来人才工作进展情况。
徐家新：各位网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就人才工作方面的问
题做一个交流。去年五月,召开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全国人才工作会
议,紧接着又颁布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
要。应该说,会议的召开和规划的颁布,是我国人才发展史上的大事。这
次会议引起了社会舆论包括网友的广泛关注,也包括海外媒体、海外人
士的关注。
“人才”这个词,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国外一般讲“人力资源”,但是
这一两年,国外开始逐渐接受“人才”这个概念了。比如说去年和今年的世
界经济论坛,连着发了两个报告,都是讲人才的,而且用的就是中文直接翻
译成英文的“人才”这个词,这说明“人才”这个词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广
泛的关注。这一年来,人才工作在原来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全国人才规划
体系基本建成,重大人才政策创新和重大工程实施都有新的进展,基本形成
了你追我赶、整体推进的可喜局面,人才支撑发展,发展造就人才这么一个
共识,已经逐渐被社会接受。

创造条件激发人才

主持人：有网友问,现在一些地方搞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提供人才公
寓,这是不是“有失社会公平”?
徐家新：这也是前一段网上媒体热议的话题,最近我们注意到,一些地
方出台了吸引人才的特殊政策,其中包括解决高层次人才住房、通过租赁
方式提供“人才公寓”等方面的内容。比如北京市提出要为包括海归人才
在内的各类人才建一万套以上的人才公寓,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比如上海、
广东都陆续推出了类似的人才公寓相关政策。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
坚持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方向,这些年来国家也出台很
多惠民政策,但是,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讲坚持社会公平,不是简单的均等化,
更不是倒退到计划经济年代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旧观念中去。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
期,人才这一第一资源的作用日益凸显。所以国家社会应该对高层次创新
人才,尤其是那些能够推动科学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的高端人才高看一眼
厚待三分,创造比较好的条件激发人才。

不能因噎废食埋没年轻人才

说到“成功”,前段时间,正好一位教授
故事,可以感动和教育我们每一个人。那些
简短的事迹,不是“秀”苦难、比“命
在芸芸众生中闪烁的人性光辉是最美的。 苦”,而是让人们看到了灾难的无常和命 向研究生们发出指标：“ 40岁时,没有 4000
89岁的河南奶奶陈九,在许多老人颐 运的多舛,看到了普通人在困难中的坚守、 万身价不要来见我。”在他的“成功学”中,
养天年时,仍为一家四口的生计奔波,独自 在平凡中的执著。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种 只有财富标准而无价值关怀,似乎艰苦是一
—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 种人生挫败。而在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中,那
照顾瘫痪在床的儿子、91岁的大伯哥及智 “原生态”——
障眼盲的侄子,成为 3个男人的生活支撑; 德在神州大地传承,忠孝文化在普通中国 些最普通的老实人、最平凡的好人、并不富
有的凡人,让我们重新审视“成功”的含义。
杨德碧,是重庆市涪陵区一位普通的 人血液中自然流淌。
按照世俗观念,这些候选人植根基层, 他们的成功,是内心的坚强与满足,是美德的
农村妇女,她以柔弱的肩膀挑起生活的重
担,19年如一日,侍奉着亡夫前妻的父母; 挣钱不多、做官不大,甚至连像大多数家庭 张扬与升华,是带给世界的震撼和感动。
—在
当我们进入财富的时代,不少人以金钱
李国峰是盲人,本身就需要照顾,可为 那样健康、安逸地生活也是“奢望”——
了 80岁的老母亲,他在“黑暗”中通过听 物欲、名利观念非常强的现实社会,他们中 作为成功的刻度。现在,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提
觉、触觉了解世界,不仅学会了生活技能, 的许多人远达不到“成功”的标准。但就是 出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
还学会了做生意、拉板胡,为老母亲撑起晚 这些平凡的人,用道德的力量与困难抗争 奉献、孝老爱亲”,唱响了社会主旋律,成为全
着,不弃不离,成为社会倡导的成功导向。 社会呼应和弘扬的道德标准。
年的幸福……

“人民罚单”也是一种监督

人才支撑发展
发展造就人才
——
—中组部人才工作局局长徐家新谈人才工作

主持人：现在,一些年轻干部成长快,有人持怀疑态度,您怎么看?
徐家新：伴随人才成长经常会有不同的声音,有一些年轻人因为成长进
步比较快而受到质疑,网上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议论。不可否认,目前用人
上确实有不正之风存在,但毕竟是少数。在大胆选拔年轻人才上,我们应该
更多从人才成长规律和人才使用规律上认识这个问题,分析这个问题,不能
因噎废食,埋没年轻的优秀人才。
我们搞人才工作经常讲人才成长规律,人才成长有一个黄金期,黄金期
一般在 25岁—45岁,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特质往往特别强
烈,如果这个时候给予他理解、宽容和支持,就能使他尽快成长,尽快发挥作
用。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就要克服嫉才、贬才、轻才、弃才的观念和做法,营造
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社会环境。要善于尊重和运用人才成长和人才工
作规律,为青年人才的成长搭建舞台和平台。还有就是对“不拘一格选拔人
才”,也有一个操作上更加科学、更加规范的问题,但是不能因为出现了一
些问题而止步不前。

建“宜居大国”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主持人：有网友问,最近有些媒体刊登我国出现“新移民潮”的报道,请
问您如何看待?
徐家新：最近媒体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这种现象。从我们
做人才工作的角度看,人才流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当今全球经济一
体化日趋深入,随着技术、资金的流动,必然会带来人员的流动。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人才流动很大,一直到去年,我们派出的各类留学人员是 160万,大
概有 50万回来了,多数还在外头。而现在我们通过“千人计划”引才,引进
了大量高层次人才。我再说一个数字,通过这两年“千人计划”的实施,我们
引进了一批正教授级的科学家、科研人员,人数相当于前十年的二十倍。人
才有出去,有进来,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所谓的“新移民潮”,为大家所关注,因为这里面既有一批知识精英,也有
一批企业家,我觉得这些人的流动也很正常。比如说创业,他可以在中国创业,
也可以出去创业,特别是目前世界一体化,交流合作的机会很多,我觉得应该
用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这个现象。另外,我们要反思自己的工作,特别
是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恐怕还有些问题解决得不是很好。我注意到媒体上
有篇文章中提到,要把我们这个国家建设成“宜居大国”,我觉得这个提法很
好,真正“宜居”之后,他们所困惑、受阻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本报记者李可 光明网章丽■、李斌整理)

观点新闻

乐国安(南开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 钱建强
愿的味道。对公众而言,官员个人只是代言符
号,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官员回应的信息是否
真实有效。如果官员的回应点中要害,解了人
们内心的疑惑,那么即使官员不上镜、不露
面,也能够得到公众认可。但那位戴口罩的官
员不在问题的解决上下功夫,却先想到保护
自己,试图减少成为众矢之的的风险,这岂不
是本末倒置?岂不是对公众关切的莫大误解?
在视觉效果上,受访戴口罩很有冲击力,
也容易引起人们的警惕。除此,我们也要提防
无形的“戴口罩”行为。比如,有些官员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总是答非所问,甚至讲一大堆
空话、套话敷衍。这样的“戴口罩”,看起来没
有那么夸张,但社会影响也同样糟糕。

制定教师心理健康标准

本报讯(记者肖国忠)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
而教师的整体素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括教师的人格品质、敬业精神以
及专业素养,也包括教师的身心健康水平。为此,南开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乐
国安日前对记者表示,教师的职业心理健康问题是关乎教师整体素质的一
个重要方面,应对之高度重视,并研究和制定相关健康评价标准。
乐国安说,教师从事的是教书育人的工作,职业性质要求教师自身首先
应身心健康、积极向上、充满活力,但目前我国教师职业压力过大,教师的心
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这有可能严重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甚至会导致在
教育实践中出现一些危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教育行为。为此,基于人类工效
学的理论探讨教师的职业心理健康问题,制定基于工效学的教师职业心理
健康标准,对于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乃至教育质量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可以
为教师职业准入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为选拔心理健康、心理素质高
的人员进入教师队伍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可以为现任教师心理健康状况提
供诊断标准,及时发现心理问题并进行适当干预,以保证教师的职业活力,
从而为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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