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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近日，安徽六安一位外卖小哥
因女客户“眨眼”示意，并打赏1.10
元，以为求救信号立即报警，结果却
是虚惊一场，引发网络热议。这一

举动给顾客造成了困扰，也增加了警察的工作量，但却“如潮好评”。对这个
暖心的乌龙事件，你怎么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弘扬
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
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推动全社会
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在
我们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带动乡村产
业兴旺的乡贤、带领村民共同富裕
的先锋——他就是被人们亲切地称
为“老梅书记”的梅鹤康。

上月底，《永不褪色——老梅书
记传》新书发布活动在横山桥镇五一
大剧院举行，该书记述了梅鹤康不平
凡的一生。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陈志良在新书发布会上讲话指出，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传承好老梅书
记的优秀品质，始终保持“怀抱梦想
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
的勤勉精神，始终保持“一枝一叶总
关情”的为民情怀，把老百姓的要紧
事、烦心事、关键事解决好，不断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发布会现场，作为新书创作者
之一的我，再一次被这种精神带来的
共情力所感染。在采访、写作、出版
过程中，这位有灵有感、有爱有恨、疾

恶如仇、善良有情的老梅书记，这位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顽强拼搏永不服
输、直面挑战毫不气馁的老梅书记，
不止一次让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发布会现场，他的光辉形象、优秀品
质又一次引发了我的深思：迈上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
们要向梅鹤康同志学什么？

学习梅鹤康的坚定信仰。梅鹤
康有一句名言：要让老百姓都说共
产党好！怎么样才能做到让老百姓
都说共产党好，这就要广大党员干
部坚定信仰做出表率。梅鹤康正是
这样做的。当年，梅鹤康儿子曾动
了移民国外的念头。梅鹤康说：“泽
锋，我告诉你，送你出国深造，是希
望你学到本事为国家作贡献的，是
想你把所学到的知识用在对我们企
业有用的地方的。我不许你移民，
我们家也不会移民。”走好新时代的
赶考路，要求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
信仰、信念、信心，坚守对党忠诚的
大德，交出不负人民的优异答卷。
梅鹤康时时刻刻以身作则，从教育
和管理好身边人做起，用行动践行

“权为民所用”的承诺，与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休戚与共。凡事想着群
众，真正做到了对群众负责，所以群
众才说共产党好。

学习梅鹤康的担当精神。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
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
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担当
和斗争是一种精神，最需要的是无私
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梅鹤康就是位
极具担当精神的英雄。当年，五一村
建五一新苑时，遇到的困难很大。他
郑重承诺：“建村民新居，第一笔启动
资金由江南集团负责。商品房建成以
后投入市场，钱亏了，我承担；赚了，归
村里！”此外，他还着重强调，房屋质量
绝对不会打折扣，因为这是给全村人
自家建的房子，一丝一毫都不能出问
题。曾任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的俞兴德在该书的序中直言：“和平建
设年代，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忘我
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先
进人物也是英雄，鹤康就是这样的
人。”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不怕棘手问
题，敢接“烫手山芋”，在困难面前豁得
出、关键时候顶得上，才能不负党和人
民重托，履好职、尽好责。

学习梅鹤康的务实作风。梅鹤康
积劳成疾，后来患的是咽喉癌，手术切
除了声带，后期不能说话。于是他只
好在一块液晶手写板上写字代替说
话。一次，他的一些老朋友跟他开玩
笑，说他成了哑巴。梅鹤康拿出写字

板，在上面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共产
党员靠干不靠说，咱五一村的幸福是
干出来的！”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
未来。无论是推动乡村振兴，还是促
进共同富裕，伟大梦想不是谈出来、喊
出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把使
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病中的
梅鹤康依然是这样。曾经是老梅书记
多年的搭档、现任五一村党委书记的
徐洁曾说，老梅书记“心细如发”，“他
要求我们每样工作都要做得细致，不
然他问到答不出来就要批评了，自然
而然就让我们养成好习惯。”这就是务
实，工作中不掺一点假，不仅自己做
到，还要求别人也这样做。

梅逊三分白，鹤去一身轻。去年，
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
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
精神，要求全国上下深入宣传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梅鹤康同志一生的
奋斗与奉献，正是这种伟大精神的一
种生动诠释。在梅鹤康身上，我们看
到了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白手起家
的奋斗精神和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
就常州而言，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
宏大格局中，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
发展潮流中，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只
争朝夕向前冲，一丝不苟干事业，奋力
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常州答卷。

周二中

向老梅书记学什么？近日，浙江宁波一老太在超市购物时，有一块75元
的猪肉未在自助收银机上扫码付款，被超市发现后罚款
2万元。老太的家人报警后，警方介入调查，超市出具了
谅解书，并退回了老人已交的3000多元罚款。后续有媒
体报道称：超市向警方提供了过往监控视频，老太漏扫不
止一次。超市明明是“受害方”，却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
尖。来说说你的看法吧。

下周话题

近日，安徽六安一位外卖小哥
因女客户“眨眼”示意和打赏“1.10
元”，误以为是求救信号立即报警，
结果却虚惊一场，引发热议。原来，
因家中有宝宝熟睡，女客户才没有
说话，用“眨眼”示意会给他一个好
评，打赏1.10元也是无意之举。这
样温暖的误会，令人心安。

外卖小哥选择报警说明他安全
意识强。面对女客户眨眼、不说话
和打赏 1.10 元这些暗示性很强的

“安全密码”，警惕性高的外卖小哥
怀疑这是她的求救信号。若真是在
求救，他回去询问必然打草惊蛇，思
虑再三，才报警。快递小哥说：“我
误会了是小事，大不了别人以为我
多事，万一别人真的有危险呢？”误
会事小，人身安全事大。若这真的
是求救信号，他却没有报警，也许他
会一辈子良心不安。早在2020年，
就有过类似事件。一位骑手收到一
份特殊订单，上面写着木炭、铁盆和
安眠药。骑手察觉异样，疑似客户

要轻生，立即报了警，最后挽救了一
条生命。无论是外卖小哥，抑或是
骑手，在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
没有为了赶时间而选择忽视，反而
为了求得内心的心安，选择报警。

这场温暖的误会，也让大家心
安。外卖小哥的举动让人们看到了
人间温情的存在，人们生活在这个
有温情的社会也会更加心安。在这
个交往不那么密切的社会里，人们
越来越关注自身，缺少对身边人的
热心。在面对一些“救还是不救”的
问题时，很多人怕被“讹”，选择袖手
旁边，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说
到底他们过于现实，过于理智，变成
了利己主义者。而外卖小哥却理智
中不失感性，他的善举让大家相信
人间有关怀和善良的存在。小哥的
善举传递了社会正能量，也许会唤
醒更多人的恻隐之心，引发人们的
感性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身心家
国同构的国家，心里不能只有自己，
也要有他人、社会和国家。

徐宝

暖心误会令人心安

外卖小哥送餐到顾客家门口，
年轻的女顾客取外卖时怕吵到睡觉
的孩子，眨眼点头表示会给好评。
事后，她随手输了1.10元打赏费给
外卖员。外卖小哥犹豫了大概五分
钟，选择了报警，结果发现是虚惊一
场。是多此一举还是人间温情？这
出“乌龙”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从结果上看，这似乎“多此一
举”，不仅给顾客造成了困扰，还增
加了警察的工作量。但从过程上
看，却很合乎情理。事实上，这样的
谨慎不仅不多余，反而还很有必
要。外卖小哥选择作出这种举动并
非随意为之，因为1.1元的正规显示
是1.10元，外卖员一般收到的打赏
金都是整数，这样的金额实属少见，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10”。再加上
女子家里寂静的氛围，以及她的一
言不发，更会让人误以为是她受到
了威胁。在弄清事情的原委之后，
这位小哥说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还会
这么做。“万一是真的呢？”这种情况
并非少见。去年年底，郑州小伙杨
延菲接到一个订单称“这是我人生

最后一顿饭”，他无法确定是不是恶
作剧，所幸他还是决定了要报警，最
终挽救了一名已吞食数十颗安眠药
的男子。由此观之，“乌龙”和“生
命”孰轻孰重，不辩自明。

看似虚惊一场，实则是责任感
与善良心的生动实践。对他人可能
面临的险情，是多留一个心，还是事
不关己，这关乎一个人的道德选
择。对外卖员群体来说，这样的“宁
滥勿缺”更难能可贵——外卖是一
个“与时间赛跑”的职业，在他们的
世界里，需要不断地拼命奔跑。而
能为一件不关乎个人利益、甚至只
是猜测的事停下来，恰好说明在人
的价值序列中，良心依旧最重要。
对陌生人施以援手，既是出于道德
立场的责任感，也是内心的善良在
呼唤良知。

法国作家雨果说：“人世间最宝
贵的是善良。”外卖小哥能够注意到
细枝末节，愿意主动去思考他人的
处境，正是善良在闪闪发光。虽是
乌龙，但也庆幸只是乌龙，这背后，
正是人性之美在熠熠生辉。

千行

乌龙之下，
人性之美熠熠生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
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关于党的中心任务的庄
严宣告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矛盾观
的准确把握，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新时代党领导
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心任务是根
据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
盾，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
需求，从而确定的需要执行、完成的中
心工作。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指出，矛
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
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
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解
决矛盾的过程。在各种复杂的社会矛
盾中，主要矛盾居于主导地位。进入
新时代，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
时代新征程，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
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奋斗目标，就是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

历史经验引领下的
必然要求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中国共
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观和大局观，审视国
际国内重大变革和历史发展趋势，科学
分析所处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问题，准
确把握不同社会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在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上，做出了
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判断。对中心任务
的判断成为我党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和
政策制定的现实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上，党根据国内形势状况，作出了把
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科学判

断。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党牢牢把
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判断，始终致
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使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已经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
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
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意
气风发地带领全体人民向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党领导伟大社会革
命的现实需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取得的
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
行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
下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这项事业
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对党的领导工作
提出了多层次全方位的迫切要求。这
场伟大社会革命，涵盖的领域极其广

泛，涉及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社会、
人民民主、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国家安
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港澳台工
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对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部署，着眼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赋予新
的伟大历史革命崭新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党的中心任务
的重大政治论断，准确地把握了时代
特征和我国未来发展的历史方位，明
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牢牢把
握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用新的伟大
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科学指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

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坚持
好、运用好“六个必须坚持”的立场方
法观点，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篇章，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我们必须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正确方向，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
践发展，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因循守旧就
能够达到的，也绝不是好高骛远就能
争得的，一切都要依靠对世情国情党
情准确的判断，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
采取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坚持稳中
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党的领导
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党是人民
的主心骨，是带领人民攻坚克难的主
力军。新时代新征程，要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
清醒的头脑、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发扬斗争精神，不断增强党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以高度的热情和斗争精神，以过硬的本
领和能力进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斗。

坚持团结全体人民不
懈奋斗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
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价值追求，
是党取得一切工作成就的根本保证。人
民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拥有强大的创造
力和生命力，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出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
将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知难而
进、迎难而上，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
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
新天地，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将于
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共产党中
心任务的庄严宣告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所肩负的历史责任
感，又指明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工作方向。展望前路，牢
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自信
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中国
共产党一定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不断夺取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作者单位：武进区委党校

谭玲玲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近 期 ，一 些 地 方 出 现“ 一 刀
切”、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给人民
群众日常生活、就医治病带来一些
困难，引发关注。“一刀切”、层层加
码的背后，看似以最坚决的态度贯
彻“动态清零”，给人以政治正确的
感觉，实际则是懒汉思想作怪，是
能力不足的表现，更是宗旨意识淡
薄。“动态清零”关键在于精准防
控、科学防控。它靠的是技术的精
密，靠的是大数据在溯源中的充分
运用，靠的是各层级体制机制无缝
衔接、快速流畅、平战转化，靠的是
提前谋划布局、预案不断完善，靠
的是决策果断、反应迅速，靠的是
全社会团结一致、合力抗疫。它唯
一不靠的是不顾实际的“一刀切”
和“层层加码”，更坚决反对不顾民
生甚至不顾民众特殊情况下生命
安全的极端化举措。

——扶白

数字化时代，消费生态将如何
迭代与变局？从“功能消费”转变
为“体验消费”。互联网时代的消
费文化将有两个转型：一是更加注
重人的情感体验和个性表达；二是
更加注重消费中的社群融入和社
会关系。从“制造消费者”转变为

“消费者制造”。从被制造消费到
主动建构消费意义，正是互联网时
代新消费的真正内涵，人们不仅是
单纯的消费者，还有更多机会成为
内容的原创者、品牌的共建者，创
造更可持续的共生系统。从“人找
货”转变为“货找人”。在传统的购
物环境里，购物逻辑是“人找货”，
即先有需求再有购买。随着竞争
加剧以及社交电商的出现，购物逻
辑正在变成“货找人”。电商平台

通过算法精准推送给目标人群，从
满足需求到创造需求，从搜索电商
跨越到推荐电商。

——钱婷婷 周颖

在网上，有种行为被称作“网课
爆破”。一些网课参与者故意泄露
网课会议号和密码，不法分子有组
织地“入侵”在线课堂，通过强行霸
屏、刷屏骚扰信息乃至辱骂师生、播
放不雅视频等极端方式，恶意扰乱
教学秩序。“网课爆破”不是某些顽
皮孩子的心血来潮，而往往是有预
谋、有组织的。这类扰乱正常教学
秩序的行为，《教育法》《治安管理处
罚法》和《刑法》都有相应惩治措
施。若“网课爆破”大肆蔓延开来，
很可能变成网络暴力的“集体狂
欢”，对线上教育生态形成巨大冲
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
网络生态。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治理

“网课爆破”。
——巴山夜雨

日前，《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冷湖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出台，
这是我国首部聚焦暗夜星空保护的
地方性法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夜空的灯火被视作衡量城市乃
至国家发达程度的指标。许多人已
经想不起上次抬头看到璀璨星空是
什么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效
治理城市光污染、保护“暗夜资源”、
留住一份自然之美，既是提升城市
居民获得感的举措，也是社会文明
程度提升的表现。同时也需要看
到，既要保护星空，又不能妨碍城市
的运行，把握其中的分寸并非易
事。城市治理者应当因地制宜地审
慎思考，在区域规划、补偿机制等上
下更多功夫，方能让月光皎洁、银河
澄明。

——鲍南

随意张贴、
涂写的小广告是
城市挥之不去的

“顽疾”。这些小
广告不仅影响市容环境、有损城市形
象，且宣传内容存疑，甚至暗含虚假宣
传误导消费，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城市环
境是展现给
人们的第一

面貌，每个人都
有责任和义务
维护它。广大
市 民 要 主 动 劝

阻、制止乱张贴、喷涂小广告的行为，
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清除，实现齐抓共
管的良好局面。同时，广大商家、企业
应通过合法渠道发布信息，从自我做
起，营造更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
市环境。 曾钰 文/图

无“病”一身轻

画说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