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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是春节最美的风景
■兰 平/文

浓浓的年味儿还没有散
去，空气中还飘散着烟花爆竹
燃放后的硝烟味，各行各业就
开始总结春节期间的运营情
况。据 2 月 15 日《雄关周末》
报道，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嘉
峪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多措
并举 ，我市道路交通安 全 顺
畅，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未
发生致人死亡事故，也未发生
长时间交通拥堵情况。毫无
疑问 ，这是交警全员坚 守 岗
位、
各负其责的结果。
当然，在春节这个普天同
庆、
千家万户共享团圆的美好
时刻，为保障节日期间各行各
业的 正常运转 ，默默坚 守 岗
位、
奋战在一线的绝非交警一
个部门。据同期《雄关周末》
报道，消防官兵、
环卫工人、
公
安干警、
铁路民警、
120 指挥中

心、医务人员、城市管理执法
人员、各供能部门、还有广大
厂矿企事业单位的部分工作
人员都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
机会，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在
工作一线。
笔者从报道中看到，
“90
后”三级消防士贾林勇在消防
救援岗位上过了 6 个春节，已
经连续 6 年没能回家过年，因
为每逢过年过节，消防抢险救
援工作就显得更加紧迫，险情
也要比平时多，这就更加需要
消防救援战士；而最普通最不
起 眼 的环 卫 工人 ，在 春 节期
间，为了城市整治，更是起早
贪 黑 坚守 岗 位 ，因 为 节 日期
间 ，燃放 烟花 爆竹产 生 的垃
圾、
走亲访友时丢弃的礼品包
装盒及饮料酒瓶比平时要多
几倍甚至几十倍，环卫工人的

工作量相应也增加了不少，这
就更需要他们的坚守；120 指
挥中心的“指挥官”更是一刻
不能离开岗位，因为每年春节
期间被 120 急救车送去医院
的人是平常的 3 到 4 倍，节日
期间 气氛 比较好 ，可 能 有熬
夜，打牌，喝酒这样的情况，对
于老人来说，就很容易发生突
发状况，比如像突发心脏病、
脑出血之类的，而按照 120 指
挥中心的要求，在三秒钟之内
必须要接听电话，六十秒之内
完成派车，正因为如此，120 院
前急救调度员王玉自从 2012
年市 120 指挥中心成立以来，
连续 7 年都是在工作岗位上
度过的；而为营造干净整洁出
行环境，春节长假期间，市城
市管理执法局镜铁支队加大
巡查频率，加强巡查力度，共

■赵明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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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
维，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
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
何为
“斗争精神”
？就是在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场域、
不同的国
别内，一个个人或者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或者远大奋斗
目标，在经受了肉体或者精神的洗礼后，而淬炼出的一种斗争斗
志。以革命战争年代讲，
“斗争”主要指敌我双方依靠自身掌握的 ■
军事力量所进行的
“白热化”
血战，
斗争形式往往单一而具体，
不是
你胜，就是我败，一目了然；而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当今中国，
“斗争”的内容也可以指“敌我双方”，只不过这种“敌”与“我”已
绝非某一个单一的个体或者集团与另一个体或集团的显性“斗
争”，而演变成了一种精神层面的“斗争考验”或“精神斗志”，
看的
是一个个体或者利益集团能否在“灯红酒绿”的诱惑中守住阵地，
能够经受住肉体乃至灵魂的
“折磨”。
简而言之，经过四十年的经济腾飞，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
生态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而变革的过程定会衍生
出一系列“糟粕”，如金钱至上、崇尚享乐、奢靡之风、意志消沉、精神恍惚、
“等
靠要”、
踟蹰不前等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
“窗子打开了，
难免会有苍蝇、
蚊
子飞进来。”如何把这些苍蝇、蚊子赶出去，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集团、一个
城市必须要有“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的本事和本领，否则只能如一只
趴在玻璃窗前的苍蝇一样，
前途一片光明，
道路一条也没有。
当今的中国、当今的社会，风险、矛盾、纠葛、危机、磨难可谓无处不在，也
可谓险象环生。大的如生态污染、
环境危机，
考验的何止只有执政者的战略思
维、
辩证思维、
创新思维那样简单，
如果没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阅历和经验，
怎能顺顺当当应对？正所谓“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再以小的纠纷、纠葛
来说，
如果没有坦诚相待的为人历练，
凡事一味地推诿扯皮、
胡搅蛮缠，
不但事
情解决不了，反而还会惹得“一身骚”，进而导致“我”与“他”结下难以消除的
“梁子”。
在现实生活中，就拿做买衣服砍价这件事来说，会砍价的人，总会就一件
称心的物件东一家转转，西一家看看，然后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最低的“成本
价”，即可以获取最大利润的价位，然后与其中的一家最低价周旋，充分运用
“行走各家”所获取的“砍价经验”与当前的“斗争对象”进行“对话”，以期实现
“零风险”，取得最佳战果。当然，现实中一个愿买，一个愿“挨”的现象也时时
有发生，
但是在真正的大宗交易中，
如果一味地放弃能够获取小微利润的经营
者，
绝非是一个
“生意经”，
只能说他在生意的海潮中涉世不深，
还需锻炼。
社会在发展，交往也在变革。你侬我侬的感恩情怀在“熟人社会”中确实
是一种亮丽的社会风景。但是，
中国社会不会再次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
而且
我们每一个人也不愿意回到那种
“交际圈”
有限的社会情境中，
于是，
我们便必
须踏入到另一种生活中，
即
“生人社会”
之中，
一个处处存在斗争的环境中。一
如总书记所说的那样：
“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着
力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
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主动迎接各种斗争，包括工作中的、生活中的、交往
中的，
甚至还有为人处世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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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不少人在朋友圈晒出
了大家抽不出时间陪伴父母理所当然
给父母拜年的微信、
短视频，
网络上把
的理由。但我们可以经常给父母打电
这种现象叫“云孝敬”
。有网友认为这
话、
视频聊天，
多关心父母的想法和感
种“云孝敬”是形式主义的表现，不如
受。年休假期，我们旅游时可以带上
平时多分配一点时间给父母，
毕竟，
表
父母，让父母感受到子女的孝心。另
达爱的最好方式是陪伴。
外，
“ 用心”还体现在对待父母的态度
“百善孝为先”
“
，夫孝，
德之本也”
， 要恭敬有礼。孔子认为孝敬父母最难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
“孝道”
视为一
在于“色难”，即能否时时处处尊敬父
项重要的伦理道德传统，
并把
“孝”
看做
母，对父母和颜悦色，孔子曾说“今之
是传统道德之本。不少皇帝“以孝治
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
天下”，
甚至把“孝”
作为品评和选拔官
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说在赡
吏的必备条件，
选官则
“举孝廉”，
所谓
养父母、照顾父母的同时还要敬爱父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
《 论语》
“其为人
母，如果不尊敬父母，与养狗养马有什
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
鲜矣；不好犯上， 么不同呢？前不久，
网上流传一篇文章
而好作乱者，
未之有也”，
更是认为“孝
《像对待领导一样对待父亲》，
也正说明
道”
有助于社会和国家安定团结。孝道
了这点，
儿子仅仅是像对待领导一样为
文化传承至今，
“孝亲敬老”
成为家风建
父亲点烟、
倒茶、
开车门，
便让父亲觉得
设中最重要、
最核心的部分，
成为践行
很满足，
很幸福。不因父母的唠叨而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之一。
语相向，
不因父母跟不上时代而心生厌
“形式主义”历来被大家所反对， 烦，
和颜悦色对待父母的唠叨，
常跟父
它是指片面地注重形式而不管实际的
母沟通交心，教会父母利用网络工具
工作作风。用在孝敬父母上，指的是
等，都是体谅父母、孝敬父母的表现。
这类人的行为：他们把孝敬父母看作
其次，
孝敬父母重在平常。孝敬父母应
例行公事，
平时不怎么和父母联系，
只
表现在日常行为上，体现在生活细节
有在逢年过节的“关键时间点”，才给
中，如离父母近的尽量在周末带着爱
父母寄点钱或是打个电话，还要在朋
人、
孩子常回家看看，
异地工作的坚持
友圈晒一晒，发表一些连自己都感动
每周给父母打电话或者视频聊天，
多问
的“孝敬父母”
感言；还有一类人，
他们
问父母的需求，
而不是仅到“重阳节”
平时对父母的冷暖疾苦置若罔闻，甚
“中秋节”等节日期间发个感恩祝福，
至把父母当成包袱，可是当父母与世
标榜自己是“孝子”
“孝女”。
长辞时，他们大操大办，大表“孝心”。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
这两种行为的心理基础是“我以为我
人生仅剩归途”。天下最不能等待的
很孝敬”
“我的孝敬大家都看到了”，
实
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愿我们用细水
则是“伪孝”，
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长流的爱心、
孝心感恩父母，
在父母的
如何防止和克服孝敬父母“形式
余生温和以待！
主义”？首先要做到“用心”为上。随
着经济的发展、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异
地工作成为当下很多年轻人的必然选
择。离家远，工作忙，回家成本高，成

光表扬在节假日坚守岗位的
劳动者，用人单位还应当严格
按照《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
三款规定，在法定假日，用人
单位安排加班的，需支付不低
于劳动者本人日或者小时正
常工作时间工资的百分之三
百的工资报酬；此外，实行不
定时工时制的人员，用人单位
在法定节假日安排其工作的，
也要按照不低于本人日或小
时工资的 300%另行支付加班
工资。这样一来，就使这些在
春节期间坚守岗位者在受人
尊敬的同时，
“ 劳有所得”、多
劳多得，从而进一步激发人们
敬业爱岗、
乐于奉献的精神。

也谈斗争精神

孝敬父母切忌
“形式主义”

出动执法人员 120 人次，出动
执法车辆 64 车次，清理占道
经 营 摊 位 86 家 ，规 范 110 余
家，整治店外经营现象 60 余
家，确保了节日期间市容环境
和谐有序……
“季节因为花与叶的奉
献，才显示出色彩；大地因为
雨露阳光的奉献，才显示出生
机；生命因为有了彼此的给
予，才显示出和谐。”正是有了
各行各业这样千千万万的坚
守者和担当者，有了他们的奉
献和付出，才使我们的社会这
台“大机器”在春节期间运转
正常、和谐稳定，才使我们的
社会秩序井然、生活便利、街
道整洁、出行顺畅、治安良好
——坚守岗位者，是春节最美
的风景。
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