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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善举，感动之余也应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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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辞职成为习惯

我来抛砖

@看吴钩：年底辞职季，很多人蠢蠢
欲动想要辞职。如果不是个人的能力提高
了，适应性增强了而换一种工作，那么时
间久了，那种厌烦心理还是会出现，不要
让辞职成为一种习惯。

一家之言
我有话说

为讲文明的年轻人叫好

毛旭松

4日上午11点多，在招远市玲
珑路城北区23号楼2楼发生了这
样感人的一幕：女童爬窗玩耍，
不慎坠下窗户，卡在防盗栏杆
上。眼看着孩子有坠楼危险，在
妈妈和警察赶到之前，十几个邻
居合伙，开车的开车、拿梯子的
拿梯子，还有的邻居光脚跑下楼

帮忙，把孩子救起来了。
在千钧一发之际，大家齐心

协力救下幼童，不仅孩子的家长
松了口气，也让读到这则新闻的
读者松了口气。在见识了很多见
死不救的恶性案例后，救人的善
举容易触碰到人们内心柔软处。
在烟台，托举哥蒋兴保也曾徒手
救下一名坠楼者，并荣获烟台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在为众人齐救
孩童的善举感动之余，我们不妨
延展一下，感动之余，不止限于
感动。

其一、设身处地去想，假如
在现场的是你，孩子即将坠楼千

钧一发之际恰好被你遇到，你会
毫不犹豫伸出双臂，去营救孩子
吗？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拍着胸
脯说“没问题”，可说起来容易做
起来难。不排除有些人可能会选
择看热闹，这种例子并不少见，
比如有人跳楼，总有好事者边拿
着手机拍照边起哄赶紧跳，比如
看到小偷在公交车上行窃，不作
提醒只有冷眼旁观。说到“见义
勇为”，挂在嘴边总是最容易，落
实起来并不简单。所以，对于这
些伸手救人的市民们，我们要真
真切切点赞。

其二、对于善举，我们不能

止步于赞美。献爱心，就像是马
拉松和接力赛，需要耐力和延
续。我们之所以对于善举要毫不
吝惜掌声并送上赞美，实在是因
为这种品质在当今社会难能可
贵。我们的美好社会需要唤醒公
众的良知，不管是谁，我们都应
该敬重生命，在别人有危难之
时，都应该主动伸出援助之手，
而不应该思前想后，都去做袖手
旁观的看客。如果大家都是看
客，那么我们的社会必将毫无人
情、友情可言。善举需要赞美，更
需要传播，良好的社会风气才会
蔚然成风。

其三、作为家长也要留心，像
这位招远幼童的家长，下班回家
发现轮胎爆了，就推着车补轮胎
去了，把孩子独自留在家里。这些
年儿童坠楼的悲剧报道了很多，
不要以为孩子老实听话就不会出
问题，孩子小并不知道危险的边
界，很可能因为一不留神就酿成
悲剧。对于家长来说，可别因为自
己一时的疏忽遗憾终生。

平日我们读到这种新闻，除
了感动之外似乎没了别的感受。
其实，招远这场众人齐救幼童的
善举给我们很多启发，值得我们
细细咀嚼。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即便只
谈学问，“远离尘嚣”也都不是最
佳选择；更何况，在我看来，作为
大学教授的人文学者，本该肩负
三大责任：第一，教书育人；第二，
思想探索；第三，引领社会风气。
这三者之间，有交叉重叠，也有互
相制约。“横看成岭侧成峰”，观察
家必须反省自己的立足点，方才
能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 陈平原(教授)

我们不能因为鲁迅笔下阿Q

最后的悲惨人生而冷酷地觉得，
阿Q给自己打气的态度就是我们
民族的劣根性。实际上，从很多
伟大的人物身上都能看到类似
的精神，比如三国时期的刘备，
他早年也非常落魄，跟阿Q差不
多，已经到编草席、混大街的困
境，但他始终有一个信念：我祖
宗曾经阔气过，我得做出一番事
业。这种信念对支撑他不甘沉
沦，有很大的作用。

——— 郭宇宽(学者)

新闻：每天傍晚，襄阳市襄城
区荆州街与东街交汇处，63岁的
吕军海不停向“中国式过马路”的
行人90度鞠躬，友善提醒：为了您
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老人已
坚持半年，平均每天鞠200个躬。
多数路人被劝阻，但仍有部分人
无动于衷。(楚天都市报)

点评：为吕军海老人鞠躬。

新闻：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说
法：如果加利福尼亚是一个国家
而非美国的一个州，那么它将是
全球第八大经济体。现在，如果将
中国各省份近年的GDP总量与世
界上其他国家做一个对比，你会
发现，中国很多省份也已“富可敌
国”。我国排名第5的省份河南在
世界上能排到第28位，而排名第1

的广东，预计2013年GDP将首次
突破万亿美元。(中国广播网)

点评：比肩的不应是GDP，
应是国民幸福感。

新闻：昔日满街跑的500余辆
出租车，从2日早晨开始难觅踪
影，而大街小巷跑得更欢的却是
无合法营运手续载客的摩的、面
的、私家车、电动代步车等黑车，
这是记者两天来在江西宜春市区
看到的一道怪风景。究其根本原
因，这数百辆出租车并非心甘情
愿退出营运，而是缘于越来越多
的黑车干扰，无奈停运。(大江网)

点评：牛和羊为了在一条河
里饮水起争执，狼说，这条河归
我了，我来主持公道。

新闻：郑州地铁曾承诺，老年
人拿上身份证或老年卡就可免费
坐地铁。可据陈先生反映，地铁站
工作人员说，还要带上房产证，不
少老人都说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按规定，郑州老年人想免费坐地
铁，须出示户口本原件。(中国之声)

点评：是证都带上，看他免
不免。

卢嘉善(蓬莱市)

孩子出国后，我替他看
房子兼装修，天气寒冷新居
没有暖气，晚间只好借住他
的职工公寓安眠。一天吃完
饭回房间，攀登楼梯时与一
位小伙子搭上了伴。走到一
个楼梯转向平台时，他紧走
了几步，把一个灯关掉了，楼
梯显然暗了下来，但依然可
以看清道路，一点也不耽误
前行。我紧撵了几阶台阶问

他 ：“ 您 怎 么 把 那 灯 给 关
了？”他说：“这灯对于爬楼
梯的人来说，没有太大用处，
亮着的灯光足够，它没有必
要亮在那里。眼下不是提倡
节能减排驱雾霾嘛，咱没本
事左右老天，可还是有能力
把该做的事做好。”

近几年人们的观念有些
偏颇，都把80后、90后甚至00

后当做不可恭维的一族，说他
们是富二代、官二代不可救药
的享受一代。我不苟同，不否

认有那么一部分人，在蜜水里
泡大，缺乏正统的教育和勇于
吃苦拼搏的精神，做出令人痛
心的事情。但是，大多数年轻
一代还是积极向上的，他们有
理想、有抱负、有知识、有头
脑，敢为天下先，奋勇担己任。
今天偶遇的这位陌生年轻人，
他的所作所为是小节，显大
心，行义举，立厚德，我真诚赞
美这位年轻人，他的所作所为
又何尝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呢？

@yazhouheli：虽说良禽择木而栖，但频
繁跳槽的人总是不太招人喜欢，他既能背叛
原先的单位，当然也能背叛当前的单位，态
度决定一切。

@西部往事：如果我提前7个月读到你
写的这段话，那么我也就不像现在这样痛苦
了，真的很后悔并怀念上一份工作。

@原风景：年轻时选择面大一些，可以
爱一行干一行，岁数大了只能是干一行爱一
行了。

@200舞：人挪活，树挪死，年轻人就是
要多多尝试各种机会和选择，唯有此才能发
现适合你的工作。

@我是一个老兵：30岁之前要是干得不
愉快，辞职就辞了吧。超过30岁就要慎重了，
除非你有特殊才能。总之一句话：趁年轻该
干什么就干点什么，别等老了后悔。

@碧空长剑：有些公司，整天想着最大
限度榨取员工剩余价值，不停加班，工作又
多，福利又差，美其名曰年轻人就该吃点苦
是种锻炼，这种公司就该果断放弃。

@泽尔家饰：辞职也好，继续干也好，一
条最重要的原则是要认清现在所处的形势。
人最宝贵的时间就是35岁之前，尽量在35岁
之前找到适合的、可以良性发展的机会，安
身立命吧。

来源：烟台论坛

方便自己也要想到别人

孙宝庆(芝罘区)

途经白石路，在路南人行道
上停放着一辆小面包、一辆轿车，
把不足6米宽的道路阻挡得行人
无法通过，引起市民抗议：“太不
讲究了，还让不让人走路了？”

这些看起来是细枝末节的小
事，但负面影响却不可小觑。其
一、给别人行走造成不便，影响人
际和谐，甚至可能导致矛盾冲突。
其二、能产生负面影响，现实中往
往有这样的现象，如果有一个人
在人行道上乱停车，那别人很可
能要步其后尘，这就是一种“随大
流”心理作祟。其三、随心所欲乱
停放车，既违反交通规则又与做
文明市民的要求相悖。

剩菜也说谢谢你

肖永红(芝罘区)

楼下有一位修鞋的大哥，看
见他时，他总在忙。因为都是海
阳人，关系不错。我们食堂中午
总是会剩菜，我也吃不了。有一
天下楼问他要不要食堂没有人
动过的剩菜，不是吃剩下的，是
分剩下的，我特意解释。他爽快
地笑着：“就是你们吃剩下的，我
也谢谢你，这也是你对哥的关
心。”他其实是可以进敬老院的，
但他说：“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不想成为国家的负担。”我特别
希望，有一位好人给他提供哪怕
一平米的地方，让他能进屋里修
鞋。寒冬时节，露天摆摊修鞋哪
能不冷！

“问题井盖”举报电话设得好

鲁从娟(芝罘区)

读1月3日《齐鲁晚报》C08

版《井盖丢失，市民大晚上掉
入井中》深有感触。前些天在
话题版发表《谁来给这几个井
口加盖》，说是黄务动漫基地
西侧路段与港城西大街交叉
路口，有三个井口张着血盆大
口，随时会吞噬过往车辆行
人，很长时间了也无人过问。
好在现在这几个井口已经加
上了井盖，每天行走路过，心
中踏实了许多。

每天早晨从黄务驱车到
市区上班，路上丢失井盖屡见

不鲜。井口虽小，但不注意掉
了进去，就会给人造成伤害，
甚至危及生命。最近每天路过
蓁山路，往前走不多远就有一
井口半张着嘴，尚有一小半井
盖坍陷井口内，很长时间了也
无人过问。这段路井盖特别
多，隔三差五就会丢失，或者
被碾压破碎。每次路过这里都
要小心翼翼，熟悉路况的还好
说，外来的车辆行走在此可是
相当危险。前些日子在张裕公
司往北那段下坡路，也曾有井
盖丢失，此处也是井盖密集路
段。当时多亏有好心人在井口
插了个树枝，以此来警示过往

行人车辆谨慎慢行。
《齐鲁晚报》向读者征集

身边的“问题井盖”，不禁令人
拍手叫好。希望有关部门接到
举报后，能及时赶到现场，第
一时间给井口加上井盖，以此
让危险降到最低限度，避免悲
剧发生。有关部门应划分落实
好每个路段的管辖范围，希望
不会有“三不管”路段产生，这
样，遇到缺失的井盖就不会你
推我让，相互推卸责任。也希
望广大市民如果在路上看到
有无井盖的或井盖破损的，请
拿起您的手机及时举报，让问
题及时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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