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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3 日，在湖北宜都某公司打工的 2000 多农民
工，高兴地领到了工资。当天，2500 万现金在当地 40 多
名公安干警的看护下押运至该公司，厂区内10多个农民
工工资发放点被围得水泄不通，40 多名工作人员将工资
一一核对，然后装进专门的信封发放给农民工。有的领
到 1 万多元，有的领到数千元。一些农民工，手拿工资
笑逐颜开。（1月15日 中新网）

近期，集中发放农民工工资的新闻屡屡见诸媒体。
有的是法院把企业欠薪案件执行款集中发放，有的是政
府有关部门主导集中发放追回的欠薪，有的是企业主动
集中发放工资。虽然发放主体不同，但共同点是：集中
发放、大量现金、农民工兴高采烈、惊动媒体。从媒体报
道的图片看，成捆的现金、高挂的横额、热闹的场面、喜
悦的笑脸，让公众很难与领取被拖欠工资“挂钩”，反而
似一个颁奖现场。

每年年关临近，这种集中发放农民工工资的新闻总
会如约而至，逐渐多起来，已成“狗咬人”式的例牌新闻，
关注度越来越低。有的甚至已异化为个别政府部门自
我贴金的机会，或是某些企业的营销噱头。似乎不堆积
大批现金来个现场集中发放，不足以引起媒体关注，也
不足以体现对农民工的关怀、重视。

像上述宜昌某公司一样，报道虽然说“公司准时向
农民工发放报酬”，事实上多半是集中发放被拖欠薪
资。试想想，农民工当月工资哪有人均 1 万多元的？每
月发放工资哪要 40 多名警察看护押送？正常发工资渠
道畅通，哪里会出现人山人海集中领工资的热闹场面？
工资如常照发，哪会引发媒体的关注？

农民工付出劳动后，每月能足额领到工资，是其权
益所在，也是企业义务所在，还是政府有关部门监管职
责所在。现场堆起大量现金集中发放工资，看似有声有
势，实则劳民伤财，弊多利少。一来大量现金需要大量
警力、人力看护，无端占用社会公共资源；二来给银行现
金调拨带来额外难题；三来给农民工保管现金陡增风
险。如今，金融服务业发达，将工资转账或直接支付至
农民工账户，比现场发放大量现金要省事得多、便捷得
多，也安全得多。再说，有些农民工由于种种原因，或许
需要提早返乡，集中发放现金工资显然也会给他们带来
困扰。

集中发放农民工工资的新闻，每年春节前都有，公
众似乎已见惯不怪。农民工按时足额领到工资，是天经
地义之事，本不该成为新闻。这种新闻的背后，往往有
许许多多家庭的殷切期盼，有太多的辛酸和泪水，有责
部门也难免有失职之嫌。这种新闻越多，越反映出农民
工基本权益的保障令人担忧。其实，第一时间足额发放
农民工工资，比什么都重要，兴师动众地准备堆砌如山
的现金现场集中发放，搞得像颁奖似的，让农民工领自
己的辛苦钱感觉好像领奖一样，已然变味走样，实在是
多此一举。

别把发农民工工资
搞得像颁奖

□徐林生

春节将至，临澧县纪委将通报的34
例违纪案例编辑成《警示录》，印制了5
万份，发至全县10个乡镇、160个行政
村和各县直单位班子成员，并且特别给
他们的家属送上了这份廉政警语。据
悉，目前全县已有183名贤内助向各级
纪委递交了廉洁责任状，有13名村级
班子成员听了“枕边风”主动向纪委说
清了问题。（1月11日《常德日报》）

笔者情不自禁地为这样的“枕边
风”叫好。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为官
者立身之根不牢，被“枕边风”吹坏了
心，吹歪了身，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

事，留下了千古骂名。临澧县纪委这
种发动“内助”们参与廉政建设的做
法，不仅起到了防微杜淅，防患于未然
的作用，而且等于又增加了一道反腐
败的防线，起到了“双保险”的作用，它
无疑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这种做法
值得提倡。

国人对“枕边风”向无好感，历来
斥之者众。其实呢，“枕边风”家家都
有，人人难免。一般说来，“枕边风”是
丈夫与妻子两人静夜之事，不宜推到
大庭广众之间，因而在“夜悄悄”时说
说是再好不过的了。作为男人，不妨

开通些，你就不难发现，“枕边风”原来
精彩得很。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类：一
类言语乃沟通夫妻感情之事，此乃情
话。二类属商量家庭事务的，诸如经
济开销、儿女教育、家庭政务等，此曰
家话。这类言语本不在“枕边风”范畴
之例，但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得
让人喘不过气来，白天里夫妻难得一
起商议此类问题，因而自然而然地列
入晚上的议题。三类是好话。如何称
之为好话呢？良言是也。工作或生活
中遇到难题时，“枕边风”有时真能起
到参谋的作用。这类语言不一定多，

但作用却不小，既能有利于工作，又有
利于加深感情，可谓于情于事两全其
美。四类属坏话。这类言语多指那些
出于自私目的而说出的违背常理的
话，或煽风点火，或歪曲事实，有工作
的，也有关于“大家庭”成员之间的。
此时可要头脑清醒。

“枕边风”作为一种“自然现象”，
它能把好事“吹”坏，坏事“吹”好，大事

“吹”小，小事“吹”大，甚至可以把矿石
“吹”成金砖，关键看是怎样的枕边
风。需要言明的是，“枕边风”可不是
女人的专利，作为男人，也有一份。

“枕边风”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黄景祥

开会查到、就餐查牌、休息查寝，
此次刚闭幕的“两会”是常德史上会
纪会风最严“两会”，充分彰显了市委
全面从严治党履责的决心，充分体现
了市委对作风建设抓早抓小和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的韧劲。通过严
肃纪律监督，代表、委员们集中精力
参政议政，歪风邪气荡然无存。“两
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月 12 日

《常德日报》）
中国是一个重视“气”的国度，关

于“气”的词条不胜枚举，作为名词的
“气”无所谓褒贬，有“风清气正”也有
“乌烟瘴气”，有“浩然正气”也有“歪风
邪气”。在笔者看来，“气”是“质”形诸
外的“场”，重视“气”，实质上就是重视
内在的修为。

修为，就个人而言，就是要改掉率
性而为、恣意放纵，使自己的品行符合
社会规范，这样才能养就浩然正气；就
集体而言，则是要制订严格的纪律，形
成积极向上的行为标准，唯其如此，整
个社会才能风清气正。

曾几何时，由于纪律松懈造成的
党风不正、世风日下触目惊心，在一些
地方，甚至严肃的两会都未能幸免，会
议期间，代表相互吃请，开会或是酒气
熏天或是呼噜连片的现象时有发生，
辽宁等地甚至发生大规模的贿选事
件，把严肃的两会搞得乌烟瘴气，人民
群众很有意见，已到了非严肃整改不
可的地步。这次我市的两会，“开会查
到、就餐查牌、休息查寝，”就是防患于
未然，强化纪律的硬措施，两会代表说

得好：“我们严守规矩，全神贯注关注
地区发展大事，这才是代表、委员们的

‘正业’。”“全面从严治党要贯穿我们
工作的始终，无论是大事小事都必须
严格要求，今年全市‘两会’严格的纪
律要求就体现了这一点，说明全面从
严治党在常德真正在贯彻、真正在抓
落实。”

诚如代表、委员们所言，“风清气
正”，不仅是整个社会生态的需要，更
是代表、委员们参政议政的需要。唯
气正方能气盛，而“气盛，则言之长短
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是唐代文学
家韩愈在论文学创作时提出的“气盛
言宜”之说，笔者以为韩愈提出的这
一主张，不止适合文学创作，更体现
一种精神气质和人格境界。我市这

次两会，正是因为会风端正，代表、委
员们全神贯注关注我市发展大事要
事，关注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
热点冰点，形成了很强的充满正能量
的气场，所以才有代表、委员们建言
献策满是真知灼见；指出问题浸透拳
拳之心的大好局面。正如市委书记
王群在本次人大闭幕会上讲话所言：
本次人大会议期间，各位代表始终以
强烈的使命意识和饱满的政治热情，
依法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严守
纪律规矩，展示了昂扬向上、奋发进
取的精神风貌。这次大会开得很成
功、很圆满，开成了一次民主团结、风
清气正的大会，开成了一次集思广
益、凝心聚力的大会，开成了一次继
往开来、催人奋进的大会。

说“气” □朱晓明

1 月 13 日，当当 2016 年度影响力作家评选榜单揭
晓，结果一出来，引来一众网友的质疑、怒批。因为单论
票数，畅销书作家刘同得票数最高，即便把莫言、余华、
麦家、刘慈欣的得票数加起来，都远远比不上这个小伙
儿。这令不少人为如今的图书市场感到心酸，有人哀
叹，图书界跟上了电影界的步伐，也越来越看颜值了，真
可谓鸡汤文作家打败了真作家。（1月15日《北京日报》）

几名优秀作家的得票数加起来，赶不上一畅销书作
家，这让不少人为此感到担忧。现在的年轻人喜欢阅读
鸡汤文，喜欢浅阅读，而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却靠边站，
被边缘化，这样的现象并不是自今日始，近年的“中国作
家富豪榜”就能看出，一些鸡汤文、网络小说作者往往能
雄踞榜首，榜单里所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大，而一些真正
优秀的作家，却可能还穷困潦倒地生活。

但这样的榜单，只是当当网所做的一次活动，这一
榜单并非权威的评选，而只是商业性活动，这一评选与
文学无关，对此不必认真，不必太在意。但值得关注的
是，网络时代鸡汤文盛行，“鸡汤作家”受到粉丝追捧，而
严肃文学却不受欢迎，这早已见怪不怪，已成了极为普
遍的现象，这不免引发人们对劣币驱逐良币的担忧。

这就像自媒体时代，娱乐、八卦满屏，这样的“景象”
确实值得担忧，更多国人喜欢快餐式阅读，喜欢碎片化
阅读，一些无营养、无价值的东西，反倒能受到追捧，而
有价值的作品却少人点击、翻阅。优秀作家受到“冷
遇”，“鸡汤作家”受到热捧，就印证了这种令人担忧的现
象。

严肃话题、真作家等受冷落，与流行的急功近利心
态有关，人们只希望获得世俗的成功，鸡汤文、成功学就
不胫而走，而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很多人也早已失去了
欣赏好作品的阅读能力。

这种现象确实是读者在用脚投票，是市场化的结
果，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些公共平台更是唯流量是从，
什么内容吸人眼球就推出什么内容，这更容易让一些恶
俗的内容大行其道。所以，对于“鸡汤文作家”打败真作
家的残酷现实，不能任由其发展下去，虽然不能强制干
预国人的阅读习惯，但应该引导国人的阅读习惯向积极
健康的方向转变。

多读好作品，多读一些有价值、有营养、有情怀的作
品，有利于提升一个人的精神气质与修养；多关心时事，
关注民生，少关心明星们的八卦事，这也能让自己活得
更明白，公众也能更多地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有助于
社会的发展。

要让国人变得爱读书、读好书，不可能一蹴而就，需
要为国人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公共平台要负起社会责
任，而不能唯利是图；更要能从儿童抓起，培养孩子良好
的阅读习惯等等。要看到，提升全民族的阅读水平，这
事关民族未来，兹事体大。

“鸡汤作家打败莫言”
为何已见怪不怪

□戴先任

下雨天没带伞要报警，孩子不服管
教要报警，身体不适睡不着觉也要报警
……“有困难找警察”的口号妇孺皆知，
并且深入人心，以至于有些人不管大事
小事都想找警察帮忙，乃至于有事没事
都拨打110聊上几句。这种情况是全国
性普遍问题，无效报警占用了宝贵的报
警话务和处警警力资源，使真正处于危
险境地的群众得不到及时救助。以此
来看，“有困难找警察”的口号确实值得
商榷，至少并非所有事情都可以找警察
帮忙，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110亟待减
负。

怎样给110减负，却需要慎重对待，
因为“无效报警”本身也很复杂，情况多
样，应予区别对待。以笔者之见，无效
报警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恶意或骚
扰式报警，譬如网络主播申某通过在线
直播恶意骚扰110，就属于此类；二是各
种奇葩报警，譬如新闻中提到的下雨天
没带伞、孩子不服管教、身体不适睡不
着觉就拨打110，这些报警虽无恶意，但
是奇葩无聊，令人啼笑皆非；三是群众
确有无法解决的困难要寻求帮助，或者
确有问题和投诉向相关部门反映，但又
不属于警务范围的报警。这类报警其
实相当多，譬如有人看到街边有棵大树
倒下，不知道这事归哪个部门管，于是

拨打110；有人在餐厅消费时产生纠纷，
不知道该向哪个部门投诉，于是报警；
有员工遇到劳资纠纷，不知道劳动监察
部门的投诉电话，于是向警方求助……

对于第一种无效报警，警方应依法
予以惩处，这没有问题。对于第二种无
效报警，虽不便给予处罚，但110接线员
应对报警人加以劝告，明确不予受理，
并及时挂断电话，以节省话务和警力资
源。对于第三种无效报警，虽然不属于
110受理范围，即对警方来说是“无效”
报警，但对其他职能部门而言却是“有
效”投诉，110不应置之不理，而应告知
报警人相关部门的投诉电话，或者将问
题和投诉转给相关部门处理。

也就是说，对于无效报警要分别对
待，不应一概拒之。或者说，对无效报
警要“堵”也要“疏”，堵住那些恶意或者
无聊的报警，疏导那些虽非警务业务但
属其他职能部门管辖的问题和投诉。
实际上，目前无效报警泛滥，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人们反映问题、请求帮助的其
他渠道不畅通，有些职能部门的服务不
给力，各种公共服务热线几成摆设。给
110减负，需要其他职能部门肩负起自
身责任，同时打通110与其他公共服务
热线的联系，让群众有问题、有困难时
不再依赖110。

对无效报警要“堵”更要“疏” □晏扬

再过几天，就是鸡年的春节，不经
意间又让人想起了“面子”这个老话
题，因为每到过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国
人彰显“面子”的最重要时节。

面子，本来是指人的脸面，后来引
申为人的荣誉感和自尊心。可见，面
子在人际交往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顾好自己的面子和尊重他人的面子，
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重要前提。

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
皮。”谁都希望自己能得到外界的好
评，因此，参加重要活动，走亲访友等
场合，特别是春节回家过年这样的重
要时节，衣着一定要整洁、得体，谈吐
举止要大方、文明，待人接物要礼貌、
热情，孝敬长辈要恭敬、有礼，切不可
窝窝囊囊，不拘小节，穷酸小气，或吆
五喝六，神侃起来没个完；倘若是男青
年去女友家，或者是女友的面前有外
人在场，出手要适度大方一点，不要抠
抠搜搜、斤斤计较。这些面子还是要
争要顾的。

除了顾面子外，给人留面子也很
重要。如果说前者是塑造自己，那么
后者就是宽容别人，从某种意义上讲
比自己顾面子甚至更重要。《东周列
国志》中有一段故事叫“绝缨会”，讲的
是楚庄王一次宴请群臣，为助酒兴，欣
然让几位嫔妃陪席，席间，一阵风把蜡
烛吹灭了，黑暗中有人趁机拉住了妃
子许姬的衣袖，许姬恼怒，机警地扯断
了那人帽子上的缨带，附耳向庄王禀
报了此事。庄王听后不以为然，反而
吩咐不要点灯，并令众卿解开缨带，摘
下帽子，开怀畅饮。然后才掌灯，灯光
下但见群臣绝缨饮酒，无法辨认刚才
拉许姬衣袖的是谁。后来楚国和齐国
发生了一场关系到两国存亡的战争，
楚军在主帅襄老和副将唐狡的率领下
大胜敌军，战斗中副将唐狡特别骁勇
善战，拼死杀敌，为楚国立了大功。楚
庄王高兴至极便欲重赏主帅襄老，襄
老则说全是副将唐狡的功劳，楚庄王
欲赏唐狡，唐狡则说：“吾有绝缨罪。”

但楚庄王依然给予他丰厚的赏赐。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楚庄王很会

处事用人，他若当时不给唐狡留面子，
点燃蜡烛，当众治罪，搞得群臣不欢而
散，又怎么会有后来唐狡的拼力死战、
精忠报国呢？又怎能保住国疆、使楚
国立于不败之地呢？这全是唐狡为了
报答楚庄王不治“绝缨罪”之恩，才会
如此舍生忘死、骁勇杀敌。说白了楚
庄王给唐狡留了一个“小面子”，唐狡
则还了楚庄王一个“大面子”——免做
亡国之君。

爱面子、留面子，本来都是人之常
情，但如果为了硬撑面子，不惜打肿脸
充胖子，那就走向了事物的另一个极
端。比如：有人本来学识很浅，却硬
要装出满腹经纶的样子，好吹好侃，
口若悬河，讲的却净是些“关公战秦
琼”之类的荒唐之词。不但丢掉了面
子，而且失去了朋友的信赖，更失去
了自己的尊严。还有一些人，为了撑
面子，不顾自身经济能力，超前高消

费，贷款购买豪车，满身珠光宝气，一
时面子十足，事后债台高筑，苦不堪
言。更有一些青少年，则更是被“面
子”所困扰，长相本没有缺陷，为了

“锦上添花”，拿着明星的照片去医院
就诊，要求按照片上的标准为其整
形，结果弄巧成拙，留下终生遗憾。
这类“面子”引出的故事数不胜数。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当首推莫泊桑的
短篇小说《项链》所描述的那样，主人
公玛蒂尔德本来过着小资产阶级安
逸的生活，因为向往豪华，她借了串
钻石项链去参加舞会，结果却把项链
丢了。为了偿还项链，她不得不耗去
10 年的青春，最后却发现那串项链是
假的。辛辣的讽刺，尖锐地指出了这
类面子即虚荣心的危害。

人要有自尊，爱面子无可厚非，但
在爱面子的基础上，给人留面子则显
得更加重要和有意义。同时，爱面子
也要掌握分寸，不然，就只会落得一个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可悲下场。

爱面子与给人留“面子” □高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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