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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鏖战，国内
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出现明显向好的积极变化，已经迎来
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此时，全球疫
情暴发，多国告急。还没有从国内疫
情完全缓过来的中国，除了无私分享
中国防疫抗疫经验，贡献中国智慧外，
还组织捐献了大量防护物资，派出了
优秀防控专家和医疗救援队支援。

笔者认为，中国的援外抗疫举
措，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
体现了中国精神，是对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的生动诠释，正受到世界各国
人民的称赞与感谢，

彰显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文
明法则。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我们
必须携手合作，团结起来，共同战斗，
才能消灭敌人，夺取胜利。同样，为
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各国人民也必
须紧密团结起来，守望相助，互相支
持，互相帮助，才能共克时艰，共渡难
关，消灭病毒，保障人类生命安全。

彰显了知恩图报的民族品德。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滴水之
恩，涌泉相报。中国是文明礼仪之
邦，向来注重礼尚往来，讲究知恩图
报，强调有恩必报。在中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之初，凡是向我们伸出援
手，帮助过我们的国家，我们都不会
忘记，并且时刻铭记在心。现在，疫
情在全球 120 多个国家蔓延，多个国
家疫情严重，形势危急。我们当然不
会袖手旁观，我们也将从人员、物资、
技术、经验等方面，尽全力给予无私
援助和帮助，回报以兄弟般的情谊。

诠释了人类抗疫命运共同体。人
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彼此共生共存，
共存共荣。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
之间，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唇齿相
依，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疾病、病毒、
灾害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与之作
斗争，是人类共同的任务。此次新冠
肺炎疫情相继在全球暴发，再次表明，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没有谁能完

全置身局外，袖手旁观，没有谁能全身
而退，免受其害。只有同舟共济、守望
相助，才能夺取抗疫胜利。

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中国
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经过几十
年改革开放，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
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与发达国
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仍然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迎来从站起
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正在
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长征。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
国，历来坚持正义，坚持维护广大发展
中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敢
于担当，从不推卸自己的责任。值此
全球疫情暴发之时，中国没有借口国
内抗疫困难，果断出手相援，向所有疫
情国家无私分享中国经验、中国模式，
及时派出防疫专家和医疗队，无私贡
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展现了中国作
为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

（刘运喜：邵阳学院教授）

中国援外抗疫彰显大国担当
刘运喜

据报道，近日，作为中国乳品行
业领头羊的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
在总裁例会上决定，将继续给员工
涨薪，进一步加大员工关怀力度。
潘刚说“虽然这次疫情让我们面对
更大的经营压力，很多方面的费用
都需要控制，但是我始终坚持，省什
么钱都不能省员工的钱，今年我们
要继续给员工涨薪。”

据悉，疫情之下，伊利集团给6
万名员工“逆势”涨薪，只是该企业
持续关怀、激励职工、提升职工获得
感的一个缩影。其实，伊利管理层
在疫情前期就开始想尽办法，为员
工解除后顾之忧：多方筹集，为员工
留足口罩；每天提供牛奶提高免疫
力；为员工投保新冠肺炎意外伤害
险；针对疫情期间表现突出的员工，
设立专项激励奖。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
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伊利集团成立
20多年来，之所以稳居全球乳业第
一阵营，蝉联亚洲乳业第一，2018年
实现营业总收入近800亿元，原因有
很多，但善待员工，推行人性化管
理，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大，
很多企业直接面临复工难题，生产
经营受困，一些员工面临降薪、停薪
的困局。有些企业更是“搭疫情便
车”降薪。据中新社报道，携程
CEO 发布内部信称，从本月开始，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和 CEO 开始
零薪；公司高管层也提出自愿降薪，
最低半薪，直至行业恢复。更有甚
者，有的企业竟然违法辞退已经治
愈出院的染病老员工。而伊利集团

却反其道而行之，“省什么钱都不能
省员工的钱”，提出给全体员工涨
薪，充分展示出博大的胸怀以及对
员工无微不至的关爱。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疫
情当前，更需人文关怀。当此困难
时刻，伊利集团逆势涨薪，真个是一
种最佳的激励方式。如此，员工想
不感恩都难，想不做好都难，企业想
不成功都难！

然而，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些
企业对待员工却像“铁公鸡”。我一个
亲戚在一家有几百名员工的企业上
班，他说，生产旺季时，企业大量招工，
员工天天加班，大家累得精疲力竭。
一到淡季，员工经常放假，没有工资。
不要说逆势涨薪，即使顺势也难得涨
薪。不仅如此，淡季时还把许多老员
工想办法无情地辞退掉。平日对员工
没有什么奖励措施，中秋节连一盒小
月饼都舍不得发给员工。试想，如此
企业有人文关怀吗？能基业长青吗？
能做大做强吗？想不垮都难！与伊利
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这也说明，一些
私人企业为何只能“各领风骚三五
年”，也就不足为怪了。

企业的“企”字，由人和止组
成，没有人，企业就会停止不前。
为推动企业继续前进，首要一点就
是制定各种科学合理的奖励机制，
不断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变“要他
干”为“他要干”，充分发挥员工的
聪明才智，为客户生产出质量可靠
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满足市场需
要，才能助推企业滚滚前进，迈向
高质量发展！
（黄田：邵阳籍杂文家，现居浙江）

有一种关爱叫“逆势”涨薪
黄 田

小时候，一次随父砍柴，父亲给
我捆的那一担柴超重了一些，回家
的途中，累得我气喘吁吁、体力难
支。父亲见了忙提醒说：“儿子，担
不起，莫霸蛮，快放下，我抽出一
些。”父亲帮我抽出一些重新捆绑
后，挑柴上路，自然轻快多了。

做人做事同样如此，既要提得
起，又要放得下。美国作家梭罗说
过，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能放得下，
他就越富有。放下是一种感悟，是
一种心灵的自由。放下名利的追
逐，内心会轻松而快乐；放下狭隘的
思想，内心会博大而快乐；放下浮躁
的情绪，内心会平静而快乐。这世
上最累的事情，莫过于明明知道自
己负担不起的重荷，却舍不得放下，
结果是体累心累，两败俱伤。

在智者看来，放下忧虑，放下烦
恼，人生好比走路过桥；放下得失，
放下焦躁，人生利于远航起锚。勇
于放下就不会沽名钓誉、为所欲为；
乐于放下就不会利欲熏心、苦心钻
营；安于放下就不会以权谋私、骄奢
淫逸；善于放下就不会心浮气躁、急
功近利。只有放下自我才能想到别
人，只有放下卑劣才能赢得崇高，只
有放下名利才会保持自尊。

一个“放”字千般哲理。运用得
好，就会使复杂的生活回归简单、纷
乱的思绪回归明晰、浮躁的心境回
归淡然。生活就是动与静的平衡，
悲与欢的协调。山不解释自己的高
度，并不影响它耸立云端；海不解释

自己的深度，并不影响它容纳百
川；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但没有
谁取代它作为承载万物的地位。
当我们不堪重负、举步维艰的时
候，毅然放下超重的负荷，轻装前
行，为的是将来肩负新的担当，争
取更大作为。

然而，现实生活中，多数人认为，
人生最大的成就感就是不断获取自
己想得到的。但实际恰恰相反，“放
得下”才能使人生更完美。尤其是对
各种名缰利锁，如果死死抓住不放，
思想包袱就会越来越重，私心杂念就
会越来越多，前行脚步就会越来越
沉，最终在机遇和挑战面前，就不可
能产生积极向上、锐意进取、奋发作
为、开拓创新的朝气，不可能挣脱前
进道路上的各种羁绊。

历史上，凡成就大事者，都懂得
如何放下。孔子不为诸候所用而授
徒三千，孙膑中奸计而著兵书，李白
命运多舛而诗情万丈，苏轼仕途不
进而成一代词宗。他们并非原本完
美，而是努力地放下遗憾成就完
美。学会放下该放下的，才能心无
旁鹜，锁定目标，百折不挠，一往无
前干事创业。也只有学会放下，才
能换来从容的生活。

放下了该放下的是无我，放下了
不该放下的是无能，不放下该放下的
是无知，不放下不该放下的是无悔。
然而，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放下的，
比如信仰、理想、奋斗、追求。

（刘克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该放下时且放下
刘克勤

唐朝杜璡，官补阙，“左补阙一人
在左，右补阙一人在右。”这职位大致
相当他朝御史，或谏议，或台谏，跟公
知一样，吃嘴巴子饭的。这个比对，不
太科学。补阙非公知，公知出嘴，非职
之所在，补阙出嘴，是职之所在，有工
资的。只是补阙，喔，这里且称之为公
职吧，他们很少嘴巴唾沫变版面文章，
多半是肺腑肝胆变提案或建议案。

这里用了肺腑肝胆这般高词，很多
人在打冷齿，公知固然是有良知的，但
也有的是假借良知的；公职固然有的是
假借良知的，也有的是有良知的。比如
补阙或御史，确有无公正与正义可言，
有的不过是党争的工具与打手。然则
也不可一概而论，也有很多体制内人，
一腔孤勇，满心肝胆。公职建言或无公
知之猛，公知建言却无公职之用。公职
因为熟悉内情，也晓得外情，他们看问
题更真些，更实些，更合政策采用些。

杜璡居台谏之位，当有谏议之责。
又因居其中，故对官场里事看得真。那
回，也不知道是何事，也可能是他看到
玄宗拉链没拉或乱开拉链，弹劾唐玄
宗？这个因为没真相，新闻只说“补阙
杜璡再上书言政事”，对，就是这么一句
话，只说上书言政事，没说上书言什么
政事。这就让人费猜度。我们不知其
言何政事，却可以肯定他言的政事：一、
一定属实，不是谣言；二、一定不合领导
胃口，一定是反对歌舞升平。概率最大
的，是针对乱用人。杜璡或是说了：陛
下，那狗东西也提拔当知府，帝国尊严
感何在？杜璡或是说了：陛下，这廉吏
这次又没份，帝国价值观何在？

新闻没说杜璡上书言何政事，但
若将新闻前后关联来推演，真可能是
他指出了“用人是第一腐败”。什么问
题指出都行，这个问题指出不行，领导
说不行，你霸蛮要行，那么结果是，杜
璡“斥为下邽令”。若说奋斗十八年才
坐在一起跟你喝咖啡，那么要奋斗多
少年才跟你一起喝茅台？杜璡京都任
补阙，司局级吧，因为一句话，断崖式
下降，外放为七品芝麻官。权力不说
了，一年工资福利要降多少呢？一言
没兴邦，一言丧了官。损失惨重哪。

杜璡下台了，李林甫上场了。杜
璡事件后，帝国往往是要来开批斗会
的。不对，批斗会是要罪人在场的，李
林甫组织召开的这个会，杜璡不在。
李林甫说：“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
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
日无声，而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
矣。后虽欲不鸣，得乎？”

这段讲话中心思想是：咱们玄宗
眼很明的，晓得贵妃很尤物；咱们玄宗
心很明的，晓得安禄山是将才；咱们玄
宗是眼明心亮的，怎么可以去逆龙鳞
呢，找骂啊，找打啊，找抽啊，找死啊。

补阙，职责本身搞批评，提建议，
批评之目的是建议，建议的目的是建
设。这与另外一些公知，是不一样的，
很多公知可能真是批评的目的是爆
破，爆破的目的是破坏。补阙不一样
啊，却也是等同视之。杜璡之事，李林
甫干部会上做了这个讲话，“由是谏争
路绝。”李林甫的这个讲话，大家果然
深刻领会，贯彻执行了。不再搞劳什
子调研，不再写劳什子建议，有工资有

福利有职级，反之，降工资降福利降职
级，甚至，脑壳都降地板。猪也会计算
其中利害与得失的。

现在我们不用再说杜璡，且说李林
甫；李林甫也不用说了，古今天下，李林
甫都被认定为奸臣，早已批垮批臭，斗
垮斗臭，而且从目前看，没人翻案。可
能会有的，“私知”喜欢干这事，秦桧有
其后人在给翻案了，李林甫暂还没有，
还在耻辱柱上，没谁用凿子，啊，笔头，
将其名字涂红，搬刻到光荣册来。李林
甫仍在“中国十大奸臣”中，占了墨墨黑
的一大版块。天下几乎没共识，李林甫
是奸臣，是难得一有的共识。

有解的是，房子树起来，干部倒下
去；无解的是，奸臣倒下去，奸论占起
来。这里所说的占，不是站。李林甫
的奸臣理论，并无人给树碑，广而告
之。反之，还要组织文章来批判的。
只是怪死了，李林甫这个奸论，却在封
臣榜里，占了扉页版面。武则天是无
字碑，李林甫是无字书。

忠臣正论，多写在纸上，却不用；
奸臣邪论，不在纸上，都在通行。封臣
榜首页无字，却是李林甫那奸论：“终
日无声，而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
矣。”不说真话的，不批逆鳞的，则“三
品刍豆”，还可能是三品上二品，二品
上一品；敢于说真话的，常常批评里含
建设性意见的，多半“一鸣，则黜之
矣”，今后，“后虽欲不鸣，得乎？”

奸臣害一朝，奸论害百世。
可恨的是：奸臣已上耻辱柱，奸论

还在封臣榜。
（刘诚龙：作家，双清区科协）

奸论还在封臣榜
刘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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