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非闲话

与世界平视
□齐世明

前几天， 女儿带来了两位

跟她学语言的外国留学生来家

里做客。 沈阳师大国际金融专

业本科生、 来自赞比亚的康斯

特同学和国际教育学院汉语言

专业埃及留学生胡夏， 谈起来

华一年余的感受都“啧啧” 赞

叹， 胡夏舞着手势说“外卖、

快递都很快， 网购太方便了，

尤其是高铁， 太棒了！” 喜爱中

国古代文学的康斯特还提出建

议： “那个支付宝可以申请非

物质文化遗产嘛……” 我和女

儿笑了， 支付宝还属于“很年

轻” 嘛， 怎么“申遗” 了？

如此赞誉，让人不能不欣然

而跃跃然。 此际，笔者的耳畔又

倏地掠过一段网帖： 我太爱

2021 了，因为 21 这个数字真的

很神奇，健康两个字 21 划，幸福

21 划，爱情 21 划，富贵 21 划，

勤奋 21划， 龙的传人四个字也

是 21划，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

2021 年是最幸运的一年。 中国

“风景这边独好”！

想到这里，笔者的“大脑天

空”立即飘过两个字：视角。 是

的，非但人与人，便是国与国之

间，都有一个“怎么看”的问题。

中国怎么看世界？中国人以什么

样的视角看世人？ 正视还是斜视？

仰视还是俯视？这取决于彼此的站

位、方位和定位，也取决于彼此的

状态、姿态和心态。

不必忆旧， 不必说那些“曾

经” 了。 3 月 6 日下午， 习近平

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

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的一席话，

既让人百感交集、 思绪万千， 更

让人跃上层楼： “70 后、 80 后、

90 后、 00 后， 他们走出去看世界

之前， 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

界了， 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

了……”

平视世界， 是一种角度和态

度， 更是一种力量和底气。 确实，

一个人低惯了头， 长此以往， 没

有错也会油然觉得自己有错。 那

种自卑的姿态， 似乎永远在领悟

被批评的必要， 永远在研究别人

似乎留下的脚印……

一个人总是采取仰望的姿势，

目光便不断去追逐新的高度， 不

会注意脚下丰厚的黑土地了， 结

果呢， 要跌跤的……

是故， 你不必因为祖奶奶

“三寸金莲” 百年而自惭， 也不要

因为“西点军校学雷锋” 系“愚

人节消息” 而自讽， 更不可学习

西方先进， 就筷子易为刀叉而自

轻……

同理， 也不要因美国名家奥

戴德·申卡尔放言“21 世纪是中

国世纪” 便自高， 更不可被西方

大报忽悠“五年后中国将成世界

第一， 引领世界” 便自傲， 也不

必因凡来宾皆盛赞， 华夏经济创

连年高速度增长“奇迹”， 此次新

冠肆虐又显奇迹便自狂……

纠其实， 论“时令”， 欧美都

有风雪夜， 非洲亦有月圆时； 说

“人性”， 各国都有“黛玉、 宝

钗”， 也都有“薛蟠、 焦大” ……

我们断不可凡“洋” 即标尺， 不

要动辄美国如何如何， 不以“太

空中可以看见万里长城” 的传闻

便欢欣雀跃， 亦不以披萨大卖便

将天南地北的馅饼店皆“易

帜” ……

“仰不愧于天， 俯不怍于地”

（孟子语），俯仰之间显自尊。 我们

应取的态度就是充满自信地挺立

在自己的土地上， 对外不卑不亢，

令己庄敬日强（语出《礼记·表记》：

“君子庄敬日强。 ”），即以庄严持重

的态度，谋求日渐笃实，自立自强。

坚持平视世界，这是建设文化强国

的国民应有的自尊，也是一个在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奋然前行

的民族应有的自信！

丽江人家 （水彩画） 吴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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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红色文化资源是党史教育的重要载体
□沈 栖

■清风歌

怀揣初心的人生
□石 路

走出穷山沟， 是贫困户黄仕京倾

尽全家之力供养两个孩子上大学的原

动力， 可经常到家里做扶贫工作的研
究生姑娘却让他一直心存不解。 一天

傍晚， 看到黄文秀入户走访， 黄仕京
一家硬拉着她进屋吃饭。 饭桌上黄仕

京忍不住抛出自己的问题 。 黄文秀

说， 农村走出去的人很多， 自己就是
那个要回来的人吧， 基层工作难做，

但总得有人来做的。

黄文秀 2016 年从北京师范大学

研究生毕业后， 回到家乡工作， 生前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
部 。 2018 年 3 月 ， 她响应组织号

召， 到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 埋头苦干， 带领群众脱贫攻坚，

全村 贫 困 发 生 率 下 降 20%以 上 。

2019 年 6 月 17 日凌晨， 她在从百
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

献出了年仅 30 岁的宝贵生命。 习近
平总书记对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作出

重要指示， 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

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 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 勇于担当 、 甘于奉

献，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读着黄文秀同志的先进事迹， 脑

海中一个个问题跳跃闪现， 什么样的
青春最美？ 什么样的事业最动人？ 什

么样的人生才最有意义？ 黄文秀， 一
个长着文静、 秀气和甜美的姑娘， 用

她那短暂而不凡的一生， 告诉了我们

什么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
命。 当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 该

有什么样的选择 ， 该担什么样的责
任。 这一切， 真的给我们一个深刻反

思。 在我们周围， 在每个人中间， 时

常会面临各种各样挑战， 需要做出一
次又一次选择， 那标准是什么呢？ 扪

心自问， 你有没有想过心存安逸？ 你
有没有害怕困难?

?下身子， 全情投入。 黄文秀是

把双脚踩在泥土里行走的人。 “她跟
我们聊天时 ， 心心念念的全是百坭

村， 她让我见识了另一番蓬勃的人生
景象， 从中感受到生命的坚实。” 北

师大同学赵星宇说。 细心的人发现，

自从黄文秀驻村后， 连微信昵称都改
成 “百坭女子图鉴”。” 她把带领村民

脱贫攻坚的重任坚实地扛在肩上， 为

遍访全村 195 户贫困户， 她想尽办

法， 拉近与村民距离， 从说话语言、

穿着打扮到工作方法上， 不断改变自

己。 她主动上门， 为他们建档立卡，

使不少原先 “敲不开的门” 被黄文秀

敲开了。 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战和村干

部都对黄文秀翘起了大拇指： “文秀

书记做群众思想工作还真是有一套。”

为群众办实事， 永葆为民初心。

因为各种原因， 在黄文秀到来之前，

整个村子 2000 亩的砂糖橘产业几乎

荒废。 黄文秀详细调研后， 找到了其
中症结： 没有技术、 缺乏管理、 打不

开市场。 于是， 她利用各方资源， 引
进专业公司， 建起了规模化的砂糖橘

产业园， 群众以土地入股， 公司负责

所有砂糖橘的技术、 管理。 她又磨破
了嘴皮， 最后引来了四川、 贵州、 云

南、 海南等多地的果商。 砂糖橘产量
由原先 6 万斤到 50 多万斤， 差不多

翻了 10 倍， 丰产时预计会有 70 万

到 80 万斤的产量。 因公殉职前， 她
还在谋划给村里建一所幼儿园。 黄文

秀说： “让百坭村的孩子能跟城里的
孩子一样， 提早接受学前教育， 开拓

视野。”

百色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徐波
说： “黄文秀为了百坭村的脱贫事

业， 以自己担当实干的共产党员优良
作风， 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乐业县委常委 、 县纪委书记田庆敏

说： “驻村一年多时间， 黄文秀从新
手变为熟悉脱贫攻坚工作的能手， 带

领群众脱贫奔小康 ； 她舍小家顾大
家， 始终心系群众， 获得了大家的高

度赞誉。 她是我们新时代的楷模， 榜

样的力量激励我们前行。”

在黄文秀的入党申请书中有这么

一句话： “一个人要活得很有意义，

生存得有价值 ， 就不能光为自己而

活 ， 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 、 为国

家 、 为民族 、 为社会做出贡献 。 ”

说得多好啊！ 她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

么去做的。 不忘初心的黄文秀， 以自
己的一言一行诠释崇高美好的人生，

正如鲁迅说： “在人生的路上， 将血

一滴一滴地滴过去， 以饲别人， 虽自

觉渐渐瘦弱， 也以为快乐。”

日前，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组织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
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对

建党百年的庆祝活动作出了安排
部署。保护、开发和利用红色文化

资源是这一活动的题中之义。

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的艰苦
卓越的战斗， 留下了一大批红色

文化资源 。 一大会址 、 南湖红
船 、 井冈山 、 延安圣地 、 西柏

坡……以及散落于全国各地的烈

士陵园、 纪念碑、 陈列馆等等，

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堪为党史教育

的重要载体。 作为党的诞生地和
初心始发地， 上海拥有丰富的红

色文化资源。 据去年复核统计，

全市自 1919 年 “五四” 运动到

1949 年上海解放， 共留存下包

括旧址、 遗址在内的各类红色文
化资源 600 多处 。 结合党史教

育， 上海着力用活用好这些宝贵

资源， 把 “红色” 讲得深刻、 讲
得生动、 讲出影响和效果。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

在艰难困苦的革命环境中逐渐形

成的， 也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与

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历程最真实、

最生动、最具体的写照，它属于中
国共产党人以及广大革命群众精

神的思想文化资源。 红色文化资
源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 作为一

种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 它不止

是一般的历史文物，更是深刻地蕴

含着特殊而丰富的意涵，见证了革
命先辈英勇奋斗、自强不息、百折不

挠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也见证
着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复兴历

程，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激发爱国热情、 振奋民族精神
的深厚沃土， 也是推动新时期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

近年来 ， 各地通过整理党

史、 军史， 加大了对红色文化资

源的保护和开发， 取得了积极成
效。 然而， 当前仍有一批红色文

化资源面临保存风险， 诸如： 一
些红色遗址、 遗迹保护缺失； 部

分无名烈士陵园墓地遭到肆意破

坏； 红色历史研究不足， 英烈生
平事迹宣传、 介绍不足， 逐渐湮

没无闻……据近期 《半月谈》 杂

志披露： 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

湖北黄冈市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的摇篮和中心， 拥有大量红色文
化资源。 然而， 在上世纪 80 年

代普查发现的文物点中 ， 竟有

26 处红色遗址、 遗迹荡然无存。

今年清明前夕， 新华社记者走访

革命老区发现： 国家级、 省级烈
士纪念设施管理、 保护得较好，

而不少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日
常管理不到位 ， 多有裂缝 、 破

损， 甚或塌陷， 令人堪忧！

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 在保
护、 开发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方

面 ， 政府部门亟须引起足够重
视， 既要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的多

样化、 深度化、 市场化发展， 让

更多的人感受到红色文化资源的
魅力， 又要在开发利用红色文化

资源过程中， 做好相关的保护工
作。 首先， 加强红色旅游景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 。 要坚持规划先

行， 统筹推进人力资源配备、 基
础设施建设、 文物日常维护等，

杜绝对革命文物进行过度修复，

绝 不 片 面 追 求 “ 高 ” “ 大 ”

“洋 ”， 尽量还原历史 、 保持原

貌。 为了避免红色文化资源受到

超负荷的破坏， 必须完善红色旅
游景区的基础上设施建设， 确保

景区足够的承载力， 例如完善标
识标语、 自动道闸、 护栏、 休息

处 、 垃圾污水处理池 、 安防消

防 、 应急救援以及停车场等设
施。 其次， 加强红色文化资源的

管理体制建设。 一方面， 红色文
化资源的保护、 开发、 利用需要

建立相应的以市场为主的管理体

制， 统筹配置红色资源， 促进红
色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 满

足市场化需求。 另一方面， 作为
相关行政部门， 应该积极配套红

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监管体

制， 从政策、 法律、 法规、 制度
等方面来对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进行保护， 将市场化经营管理
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地统一起

来， 为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

与品味而不懈努力 。 有专家建
议： “将保护、 开发和利用红色

文化资源融入地方发展规划， 以
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当为良策！

■法官手记

我是一个妈妈
□邱圣彦

我不是一个段子手， 但生活对我下了

手。 我不是一个妈妈，但有了孩子，我就变

成了妈妈。妈妈，一个必然存在，1天 24小

时，年终无休，随传随到。哪怕已疲惫不堪，

只要一声妈妈，就可以精神百倍。

我家两个宝， 哥哥三岁， 妹妹十个

月。 我的生活大概就是一地鸡毛。 每天都

是一出戏， 兄妹俩就是导演和编剧。 只要

妈妈在， 哥哥基本就“生活不能自理”，

更不要说全世界都欠他一个奥斯卡影帝，

说哭就哭的大招。 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最全

合集， 全方位， 多角度， 宽领域， 问到你

怀疑人生。 妹妹则是对世界充满好奇， 能

吃的、 不能吃的， 一概塞进嘴里。 爬的时

候， 说她可以爬过山和大海我都相信。 妹

妹比哥哥多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特性，

到处跌跌撞撞， 自带金钟罩铁布衫， 不忘

时常侵犯哥哥“领地”。 狮子座的哥哥又

绝不示弱。 一直闹到两个人都入睡， 我这

个妈妈才可以真正的休息。

难道“妈妈” 这个角色就意味着牺牲

自己的精力， 自己的发量， 自己的容颜

吗？ 随着时光流逝， 将来的某一天我变老

了， 孩子们长大了， 不再需要我了， 我是

谁？ 那时我还能找到原来的自己吗？

于是， 我突然意识到， 我还不够爱自

己，我已经完全被“妈妈”这个角色淹没了。

但这样的缺失，会不会也是不完整的母爱。

一个不会爱自己的人，怎么教别人去爱。这

时，我知道虽然自己是孩子们的妈妈，但同

时我还是我， 一个除了有所寄托更要有所

追求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也适当学会放

手，给孩子充分的成长空间。 相信孩子，他

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在我给妹妹断奶的

时候，我深切的体会到，妈妈的爱有时候是

一种牵绊，牵绊了自己，牵绊了孩子。 不妨

收敛一些，虚线输出，给点空间，让他们变

道出去， 体验风吹雨露。 而妈妈悄悄躲在

“身后”，不去打扰他们，只要孩子们回头，

我会永远张开双臂拥抱他们。 妈妈也值得

拥有更好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心情

放松，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一颗有趣的

灵魂，而这是孩子一生的财富。

都说为母则刚， 希望自己不仅独立坚

强， 而且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让爱充

满我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