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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治文化是广泛存在而
且影响巨大的。如果对于行政法
治文化的理解和运用是粗糙、过
时的，文化积累出现偏差的话，
会造成社会的负面外部效应。前
几年，我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强
拆，有的县为了城市美化，要求
限期拆除县城里所有平房。这种
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就是缺少
行政法治文化的结果。评价一个
政府是不是真正的法治政府，一
个重要参考是公权力行使过程
中，遇到争议和矛盾时，是选择
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做法，还是
选择有利于社会公众、有利于相
对方的做法。当前，一些地方在
学习、落实新的法律时，只学具
体的实际执行规范，而对为什么
要这么修改一知半解，根本不知
道法律立法的方针、原则都发生
了改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
川

现在很多人会讨论体面劳
动，但也对体面劳动存有误解。
实际上，体面劳动不是以私有财
产和特权的获得作为标准所实现
的少数人的体面，而是占社会成
员大多数劳动者群体的体面。真
正的体面劳动所体现的是对人的
本质的尊重，而不是将人仅仅作
为工具和手段。因此，今天特别
要提出劳动对人的重要价值，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人逐渐摆脱某
些奴役而将劳动变成一种以谋生
关系为主要特征的过程。而当人
类消灭了主要的奴役劳动，并超
越了谋生劳动之后，体面劳动的
实现和为自由劳动作准备，将成
为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何云
峰

我们的家长过于重视知识的
学习，要求孩子早学一点，多学
一点，学深一点；孩子放学回到
家里，家长一般首先问“今天学
到了什么”。许多著名大学也是
太重视知识的获取与传授，把教
育等同于知识。学生学了很多知
识，但是思考能力、创新能力较
弱，这主要因为我们对于训练学
生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重视
不够。考试考得好，不代表会思
考 、 会 创 新 。 要 想 保 持 “ 均
值”、拉大“方差”，离不开思维
能力。一个人不只是需要知识，
更需要健康的人格、开朗的性
格、健康的社会情绪。这样，孩
子将来才有过上幸福生活的能
力。

——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

超过1000亿元

——2015 年约有 1.8 万亿元
的 C2C 电商销售额税负基本为
零，按 2.5%的综合税率估算，
比实体企业少缴税约 450 亿元。
与实体店相比，C2C 电商 2015
年少缴税在 436.6 亿元到 614.33
亿 元 之 间 ； 2016 年 少 缴 税 在
531.53 亿元到 747.92 亿元之间；
预计 2018 年 C2C 电商少缴税数
额可能会超过1000亿元。

12828批

——数据显示，约 15%的用
户目前在海淘时主要购买进口食
品，而有超过20%的用户未来愿
意尝试或打算通过海淘购买进口
食 品 。 与 此 同 时 ， 2011 年 至
2015 年，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 构 共 检 出 不 合 格 食 品 12828
批、6.8 万吨、价值 1.5 亿美元，
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

近5亿

——目前手机已成为收看网
络视频节目的最主要设备，有近
95%的网络视频用户选择用手机
看视频。另据相关统计结果显
示，截至 2016 年底，手机视频
用户规模已接近 5亿，增长率达
23.4%；手机网络视频使用率为
71.9%，相比 2015 年底增长 6.5
个百分点。

郭震海

我们常说知足常乐，意在告
诫或宽慰自己，懂得知足，才能
快乐；懂得取舍，方可轻松。其
实，先贤老子在表达知足常乐
时，后面还有四个字往往被我们
所忽略，那就是“知足不辱”。

知足常乐，知足不辱。从完
整的一句话看，知足不辱好像是
对知足常乐的一种补充，意在强
调知足的重要性。倘若深解，其
意却深刻得多。知足常乐是劝诫
人们要满足现状，比上不足，比
下有余，侧重点似乎在失意者。
而知足不辱就是对得势者或呈上
升趋之势者而言，意思是当红的
时候，要注意知足。

事实上，一个人要是一路顺
风顺水，步步为营，处于巅峰阶

段，很容易私欲膨胀。如一些落
马的高官，在位时，领着国家的
俸禄，衣食无忧，按理说真该够
了，为什么还要自毁防线，甘心
堕落呢？其实好多堕落的为官
者，无不是当拥有金钱，并享受
金钱带来的快乐时，就会滋生对
更多金钱的占有欲；当拥有一定
权力，并享受权力带来的某种荣
耀、奉承、虚荣心得到极度满足
时，就会滋生对更大权力的攫取
欲；当滑入美色，误把暂时的满
足作为人生的一大乐事时，想入
非非，一步步论为“狂”。

吾有一友，喜藏书画，凡名
人字画，只要能得到，必入己
囊。严格意义上讲，他并非真心
喜欢，喜书法从不染墨，藏名画
从不作画，他的叶公好龙为的只
是炫耀。原因是他和另一个书画

收藏者比。如那人有清代墨宝，
他必设法得到明代画作，那人有
徐悲鸿的《马》，他肯定要搞到郑
板桥的 《竹》，总之暗中较着劲
儿，从不示弱。最终呢，此友却
因满足虚荣之心而攀比，贪污公
款购买书画，东窗事发后，锒铛
入狱，成了阶下囚。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
水，不遏则自溺。人非圣贤，做
到全知全觉，不偏不倚，弃名誉
而不顾，舍财物而不理，放宝玉
而不藏，无所忧、无所虑、无所
求、无所欲、无所望，确实很
难，这需要拥有大智慧、活出高
境界。古有云：“好船者溺，好骑
者堕。”人生于世，都会有喜好，
如琴棋书画，古玩珍藏云云，有
一物最钟爱，也属正常。但有所
喜好，要“好”之有益，“好”之

有度，“好”而不痴，“好”之知
足。

明代思想家吕坤有语：“无欲
之谓圣，寡欲之谓贤。多欲之谓
凡，贪欲之为狂。”这就需要，活
着不断去修身养性，如若长期不
修养身心，淡泊名利，筑牢欲望
的“防火墙”，攀附心理一旦发
芽，心里就会慢慢失去不平衡，
在不知足的支配下，贪欲也会随
之膨胀，栽跟头自是难免。

足贵在一个知字，知者谓之
智也。苏轼云：“苟非吾之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一个人活着，本
身的需求其实很少，华屋千间，
只卧一床；稻菽万担，仅食一
碗。时时洁身自好，处处独善其
身，持一个通达明智的态度，为
官者要克己奉公，为商者要坚守
诚信，为医者要悬壶济世，为师

者要灵魂高洁。人生追求可高
远，心灵要简单一些，这简单绝
不是消极，是切断浮躁虚伪和贪
图私利的神经，保持心灵的纯
净，让自己的灵魂时常干净。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懂得
知足，才能快乐；懂得取舍，方
可轻松；懂得珍惜，得以幸福。
也就是所谓的寡欲以清心，寡染
以清身，寡言以清口。天下奇物
缤纷，断不会均归己有。得之不
狂喜，失之也安泰，心不动于微
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释
然超脱，可谓真修养。诱惑无处
不在，倘若不能律己，为发财闯
了不该去闯的禁区，终会被人民
所唾弃。有古训：“贪欲者，众恶
之本，寡欲者，终善之基。”因
此，做人知足常乐，还要记得知
足不辱。

别忽略了“知足不辱”

随思录

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速较前几年有所
减缓的背景下，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
展，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反腐败阻
碍经济发展，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
因。真的是这样的吗？要作出客观、有说
服力的回答，必须仔细分析一番。

先看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就经济总
量而言，2016 年我国 GDP 增长 6.7%，经
济总量达到 74.4万亿元，对全球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过 30%，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全面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可见，中国
经济仍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从大众消
费来看，2016年全国餐饮业收入3.58万亿
元，同比增长 10.8%，其中大众餐饮增长
迅猛，达到总体收入的 74.3%以上；国内
旅游总收入 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家庭旅游成为主要来源。反腐败打击公款
消费造成的虚假繁荣，并没有影响和抑制
关系民生的正常消费。因此，无论从经济
总量、人均收入看，还是从大众消费看，
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强劲势头。

那么，应如何正确看待我国近年来经
济增速减缓这一现象呢？开过车的人都知
道，转弯时要放慢车速。中国经济经过30

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正处于“爬坡过
坎”“转弯升级”的关键期，行稳致远是
首要之选。为此，中央主动优化经济结
构，将增速适当调低，为经济转型、调整
结构赢得发展空间，这是近年来中国经济
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此外，国际经济下
行压力增大，给我国进出口贸易带来不利
影响，也是经济减速的重要原因。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反腐败的经验告
诉人们，长期来看，反腐败非但不会影响
经济发展，反而会释放一系列红利，为经
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树信心。“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
齐，心齐则事成。”经济发展，信心至关
重要。反腐败推动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
有利于市场功能正常发挥和经济要素合理
分配，增强了人民对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
展的信心。

转方式。反腐败矫正了市场信号和市
场秩序，带来了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反
腐败有效打击了审批腐败、寻租经济，对
在审批、执法环节中那些吃拿卡要、以权
谋私、推脱搪塞行为予以严惩，拆除了

“弹簧门”，敲碎了“玻璃门”，用政府权

力 的 “ 减 法 ” 换 来 了 市 场 活 力 的 “ 加
法”，形成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

促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说，反腐败切
断了部分市场主体不正当发展的歪路、邪
路，让企业摆脱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回归
市场主体，矫正市场主体发展的路径选
择，转向依靠创新、依靠提升产品和服务
质量的内生发展道路。2015年中国创新指
数为 171.5，比上年增长 8.4%，增速创 10
年来新高。

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表示，经
济的持续发展，有它的自身的内在规律，
但是都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比如，要
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公平公正的社会秩
序，要严肃查处权钱交易的行为等，经济
的发展需要反腐败提供有力的保证。放眼
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靠腐败来发展
经济的，如果有，也是不可能持续的。

当然，不可否认，反腐败会导致部分
不合时宜的高端餐饮业和奢侈品市场出现
萎缩。这其实是对某些领域畸形繁荣的纠
偏。事实上，用公款吃一顿饭动辄上万，
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大量奢侈品卖得异常
火爆，对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

量并无好处。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些领域
畸形消费萎缩的同时，民生投入的大幅度
增加和老百姓消费水平的不断升级，带给
人们更多的获得感。

“千仓万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
旬日所长。”反腐败斗争是一场必须打赢
的正义战争。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
为大胜，就一定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彻
底胜利，迎来风清气正、河清海晏的长治
久安局面。

（摘自《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 （理论
热点面对面2017）》）

“反腐影响经济发展”是个伪命题

《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理论热点面
对面2017）》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

【编者按】

4月，由中宣部理论局组织撰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2017”——《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如约而至，引发干部群众热学热议。至此，“理
论热点面对面”系列读物连续出版15本，以其独特思想魅力和入脑入心的表述，成就了一个大时代的理论影像。

什么是政治上的明白人？如何织密“防腐网”？怎样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以权威解读提高认
识，以“图说”“微言大义”加深理解，以“读者问答”“政策直播”普及知识，没有复杂表述，没有华丽词藻，和干部群众说实
在话、贴心话，将一个个问号拉直、一团团迷雾廓清，凝聚起全面从严治党的共识。

相比过去，共产党人今天的“赶考”不仅多了各种利益的纠结交汇，还要面对更多复杂的局面。拨开思想迷雾，树立理论自
信，更加需要大众化的理论。《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正是让理论直面受众的生动实践，将治党理论内化为每位党员的思想认知
和行动自觉，它独具匠心的内容设计，为烧旺党性大熔炉添了一把火。

老话新聊
漫画角

盲道 王铎 绘

桂晓燕

“人是铁，饭是钢；侬勿吃，我
要怏（音类似àng，意为不高兴）！”
这句宁波老话意思很清楚，就是强
调吃饭的重要性。

从前物质匮乏，粮食紧张，一
般人家能吃饱饭就不错了；至于吃
菜嘛，很少考虑营养丰富、搭配合
理，主要是为了有点咸味道，便于
把淡饭咽到肚子里去，所以宁波人
将菜叫做“下饭”。有一个笑话这样
说：吃饭时，父亲在房梁上挂了一
条咸鱼，吩咐两个儿子：“吃一口
饭，看一眼咸鱼过饭，不要多看
哦。”过了一会儿，小儿子嚷起来：

“哥哥多看了一眼！”父亲说：“随他
去，让他咸死！”用夸张的手法，将

“下饭”的作用描绘得淋漓尽致。
现在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

商品供应也非常丰富。菜场里天
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
应有尽有。照理说大家可以爱啥
买啥、好好烹饪、好好吃饭了
吧，然而根据观察了解，有不少
老人没能做到好好吃饭，为了自
身的健康，亟需改一改哦！

第一种没好好吃饭的老人，
似可称为“超级清淡型”。上了年
纪吃得清淡点本来没错，有助于
老人保持正常体重，防治常见的

“三高”病症——高血压、高血脂

和高血糖。问题是这些老人强调
清淡过了头，长年累月基本上只
吃素菜，不沾荤腥，粗茶淡饭，
清汤寡水，结果造成营养不良乃
至引起相关疾病。这就是过犹不
及，得不偿失，因为任何事物都有
一个合理的度。早在 2400 多年前，
老祖宗在《黄帝内经》中就已经告
诉我们，饮食的原则是“五谷为养，
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这完全符合现代营养学提倡的平
衡饮食的原则，即“全面而合理的
膳食营养，才能维持人体的健康。”

第二种没好好吃饭的老人，不
妨叫做“运动万能型”。这些老人相
信，生命在于运动，只要坚持冬练
三九、夏练三伏，身体就一定健康！
于是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散步、跑
步、打拳、打球、跳广场舞等等，甚
至雾霾天也照练不误。可是，他们
对一日三餐却不够重视，常常是随
便对付了事。医学专家告诉我们，
营养比运动更重要！道理明摆着：
几天不吃饭人就没命了，几天不运
动人会死吗？不会！所以一定要好
好吃饭。在加强营养的基础上再进
行锻炼，才是科学的方式。

第三种没好好吃饭的老人，可
以叫做“保健品依赖型”。大家知
道，许多保健品公司为推销产品，
经常组织所谓的“健康讲座”，针对
老年人追求健康长寿的迫切心理，

进行夸大宣传，鼓动他们消费。几
个披着白大褂的“专家”、“医生”轮
番上阵，一个个巧舌如簧、口吐莲
花，吹得这种保健品好像太上老君
八卦炉里的仙丹，吃一颗就能百病
消散、延年益寿。出于对白大褂的
信任，有一对从工厂退休的老夫
妻，居然每个月将大部分退休工
资，都用来购买保健品，剩下来的
一点钱用于日常生活。您说，还能
有钱好好吃饭吗？这对老夫妻只是
一个例子，像这样重保健、轻食疗
的老人大有人在。其实，根据保健
品的定义，它只是一种“营养补
充剂”，既不能代替药，更不能代
替饭。据调查，许多长寿老人从
来不吃保健品。例如，有“探戈
王”美誉的上海老人王士桢，在
102岁的寿宴上，即兴表演一段潇
洒自如的探戈舞，看得来宾赞叹
不已。王老身姿挺拔、动作优
雅、思维敏捷，还掌握“珠心
算”和“推演日历”两项绝活。
他的长寿秘诀是保持良好的生活
习惯，鸡鸭肉蛋什么都吃；但亲
友送来的保健品，从来不吃。

总而言之，维持人的生命和
健康，一个不可替代的根本条件
就是食物，就是吃饭。所以，宁
波老话说出了一条最朴素、最重
要的真理：“人是铁，饭是钢；侬
勿吃，我要怏！”

人是铁，饭是钢；侬勿吃，我要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