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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与“正”

文 / 石川
从政、参政、议政的字眼，人

们并不陌生，但对“政”的内涵、

尤其是“政”的要义却不是人人说

得清楚，以至于在从政、参政、议

政的实践活动中出现不少笑话，更

有甚者还因此断送了政治前途和卿

卿性命。

其实，“政”的基本含义是治

理公共事务，只是按照范围的不同

分为国家事务、社会事务、集体事

务、家庭事务，这些事务要治理好，

难易不同，但其根本要义就是一个

“正”字。“正”者，不偏不倚、合

乎法则、顺乎道理、恰到好处是也。

“政”与“正”不仅同音，在具体

从政实践中却是如影随形、不可分

离。“正”是“政”的根本和源泉，“政”

是“正”的躬行与造就。古人所讲

的“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

敢不正”就是这个道理。谁违背了

这一道理，谁就没有资格去谈“政”、

涉“政”。

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

人热衷于“政”，只想当官做老爷，

发号施令，却不明白“政从正来”

的“政”“正”关系。一旦当上了

某某长，就犹如曹雪芹在《红楼

梦》中所描述的“子系中山狼，得

志便猖狂”，或如明代诗人顾大典

在《青衫记》中所写到的那样，“一

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只追求

当官的感觉和风光，却没有当官的

责任和操守，颐指气使，恣意妄为，

其结果不是把政治生态弄得乌烟瘴

气，就是被人民赶下台去，甚至还

沦为了人民的罪人。那些因贪污受

贿、徇私枉法或失职、渎职而受到

查处和追责的官员，绝大多数就是

这种无“正”而“政”之徒。

“打铁还需自身硬”。立志于公

共事务，向往一官半职，希望拥有

权力，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要

坚守为政之道，用“正”的要求来

规范和塑造自己，做到以正带人、

以正服人、以正资政，用“正”的

威力折服人、影响人、感染人、吸

引人、教育人，用“正”的力量推

动思想、理念和计划、意图的变现，

用“正”的魅力赢取广泛的配合与

支持，用“正”的形象在老百姓中

树起良好的口碑。

思想要纯正。如要涉“政”，

就不能有私心杂念，而应想的是大

局，思的是公共，念的是大众，忧

的是集体。如果从事的是共产党的

“政”，还得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宗旨，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

所急，忧百姓之所忧，为民请命、

为民解难、为民谋利，拥有大公无

私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高尚情怀。私字当头、

小我为上的人是绝对不能与“政”

事沾边的，一旦沾上既是百姓之害，

也会终究招致自身之祸。

心理要品正。心理品正者，认

知准确，情理相融，意志坚定，情

趣高雅，人格健全。品正不仅是一

种心理品质，也是一种政治品质，

更是一种道德情怀、一种人格力量。

只有品正，才可守正理、走正道、

做正事、讲正气，见贤而思齐，嫉

恶犹如仇。对待好人好事予以及时

表扬鼓励，对待不正之风敢于“出

头”、勇于“亮剑”，不怕“得罪人”；

在为人做事中光明磊落，不弄“小

动作”，不玩阴谋诡计。

处事要公正。公正是为官从政

的生命线。无论是铁面无私的“包

青天”，还是写下“万里家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家书的张英，无

不诠释着“公正”的涵义和分量。

从政者当以这些贤人为榜样，汲取

精神力量，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

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

履行程序不变通，遵守纪律不放松，

做到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一碗

水端平”，“一把尺子量到底”。

为官要清正。“公生明，廉生

威”。不贪财货，立身清白，不取

不应得的钱物，不贪各种各样的

“小便宜”，不搞权钱交易、权色

交易，即便同流也不合污，出污

泥而不染，扎扎实实地学习，勤

勤恳恳地工作，清清白白地为官。

做到了洁身自好和清正廉明，为

政也就坚守住了“底线”，树起

了拒腐防变的“定海神针”。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一个人养就了一身正气，

便具备了从政、参政、议政的起码

资本和坚实基础。不过，“正”的背

后是意志、是信仰、是道德、是学养，

“正”的品质的造就，需要从政者

不断地思想改造和行为砥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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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这篇美文

今日女报 / 凤网全媒体自 11 月 24 日起推出专栏《谐音文字 
谐趣人生》——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和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
国文学网高级顾问石川，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以生活体验为基调，
用谐趣笔墨，用乐观态度，对一些汉字进行精妙解读，并用创
新思维丰富了其内涵，同时还将谐音汉字进行比较、联系和结合
解读，博古通今，言简意赅，读来振奋，予人启迪。

新闻·娇点述评

她时代观点 >>

“照顾岳父岳母”
何时不再是新闻

文 / 郝雪梅
人常说 ，“一 个女婿半

个儿”，但在山东省莱西市

日庄镇泊子村村民姜玉文身

上，这句话应改为“女婿何

止半个儿”。这位农家汉子对

岳母一家不离不弃，23 年的

悉心照料感动了周围每一个

人，是远近闻名的孝顺女婿。

2017 年 8 月，姜玉文荣登“中

国好人榜”。

（12 月 6 日《中山日报》）
我们为这位“中国好女

婿”的一举一动而动容。照

顾岳父岳母，他像对待亲爹

娘一样，而且还坚持了 23

年。是“中国好女婿”成就

了老人的幸福晚年，让老人有

了依靠，让老人悠然生活。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

听到这样的赞美之声：某某

老人的女婿可好了，对待岳

父岳母就像对待亲爹娘一

样。正是因为“照顾岳父岳

母”有违传统习惯，才让“照

顾岳父岳母”成为了不寻常

的事情。媒体在挖掘这样的

好人，市民在夸赞这样的好

人，社会在学习这样的好人。

问题是，当“照顾岳父

岳母”成为新闻亮点的时候，

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传统的

赡养观念？

“养儿防老”是我们常

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从古至

今一直流传。在人们的意识

里，养儿子就是防老的，养

女儿就是出嫁的，就是给别

人防老的。女儿是“嫁出去

的女泼出去的水”。儿子养

老天经地义，女儿养老成了

新闻。当然，最美好的说法

是“一个女婿半个儿”。那

么，一个女婿为何只能是半

个儿？为何就不能成为“整

个儿”？说白了，还是传统

的赡养观念、落后的赡养观

念造成的。

“一个女婿半个儿”的

观念需要丢进历史的垃圾箱

里去了。如今是一个变革的

时代，“妇女是半边天”已

经成为现实，女性在社会事

务中，在经济发展中，和男

性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既

然女性在家庭贡献方面与男

性相比毫不逊色，为何就不

能赡养自己的爹妈？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由

于几十年前实行了计划生

意，独女户家庭里的父母已

经进入银发时代，独女户家

庭里的父母到了该养老的时候

了，由于女儿出嫁了，他们成

为了“老无可依”的人，要么

独居生活，要么只能进入养老

院，失去了“天伦之乐”的机会。

这批老人的“天伦之乐”不能

只靠“中国好女婿”。

赡养老人不能再分“是

女性的爹妈”还是“男性的

爹妈”，谁的爹妈都是爹妈。

“一个女婿半个儿”的观念

该改改了，让“照顾岳父岳

母”不再是新闻。

教育评弹 >>

“校车超员被判刑”给幼儿园敲响警钟
文 / 戴先任
12 月 4 日，江西赣州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大队侦

办的“晨光海欣幼儿园校车

超员案”传出最后处理结果：

幼儿园法人 及车主吴某某，

幼儿园园长杨某某以及校车

司机彭某某等 3 人，因为其

幼儿园校车超员 30 人严重违

法，触犯危险驾驶罪，被人

民法院一审均判处拘役两个

月，并处数额不等罚金。该

案将校车管理人、校车车主

与校车司机同以“危险驾驶

罪”落案判实刑，这在江西

省是第一起。

(12 月 5 日《江南都市报》)
校车超载是校车安全的一

大杀手，此类现象屡见不鲜、

久治难愈，还频频酿成悲剧。

不少幼儿园为了节省开支，而

不顾儿童安全，把孩子像罐头

里的沙丁鱼一样装进校车。如

赣州这一案件中，一辆核载7

人的校车居然装了35 名幼童，

超员率超过了法定的4 倍多。

这种情况，极容易出现交通事

故，而当出现交通事故后，狭

小空间装着的35 名幼童，就

极可能成为受害者。难以想象，

幼儿园方面为了节省开支，完

全不顾孩子的生命安全。

此案将校车管理人、校车

车主与校车司机同以“危险驾

驶罪”落案判实刑，对于他们

来说，一点都不冤枉，这是他

们应得的惩罚。《校车安全管

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校

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

不得以任何理由超员。第五十

条规定，校车载人超过核定

人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扣留车辆至违法状态消

除，并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的规定从重处罚。

值得注意的是，超载校车

管理人、校车车主与校车司机

同以“危险驾驶罪”落案判实

刑的案例少，而只要没有出现

安全事故，甚至只要没有死人，

也鲜见司法部门对校车管理

人、肇事司机等责任人予以追

究的情况。比如这起幼儿园校

车超载的责任人被以“危险驾

驶罪”判处实刑，就是江西省

第一起，由此也可见对于校车

超员责任人进行及时而有力惩

戒的情形太少。这也是导致校

车超员现象屡禁不止的一个重

要原因。

此案中，校车管理人、校

车车主与校车司机同以“危险

驾驶罪”被判实刑，就给这

些校车超员的幼儿园敲响了警

钟。对于各地监管部门、司法

部门来说，不能总是进行事后

追责，不能只在造成伤亡事故

后才对责任人予以严厉追究，

更要做好预防，做好事前的监

管，对于罔顾校车安全、视幼

童生命如草芥的相关责任人，

要能予以及时而有力的惩戒，

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

代价。

将监管前置，让法律惩罚

更为注重对犯罪的遏制与打

击，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起

到遏制事态向更严重的方向发

展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发挥

法律惩戒的作用，才能更好

保护校车安全，更有利于保护

好幼童生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