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心之藩篱

◆简讯

整治车辆乱停乱放
打通消防通道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
通秩序，遏制辖区消防通道机动
车乱停乱放的交通违法行为，包
头市交管支队昆区大队第二警
务区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各小区
开展消防通道整治行动，调查摸
排违法停车较为严重的点位。
同时，根据违法停车行为造成的
交通易堵难疏的特点，在消除违
法行为的前提下加大疏导力
度。乱停放车辆的驾驶员未离
开的，给予警告，劝其驶离；对驾
驶员不在车内，造成交通拥堵的
车辆，运用警务通依法开具罚
单，并联系车主纠正其违法行
为，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杨龙飞

曹南才
每天在同一部电梯上下，都会
遇见同楼居住的人。但天天摩肩
接 踵 ，可 就 是 互 相 从 来 没 人 打 招
呼，更不要说问好和聊天了。真是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这往往是都市生活的一个通病。
有一天，在电梯上，迎面又是
天天见面的一个年纪相仿的老
头。刚进电梯，我腋下夹的一本书
不小心掉在地上，自己没觉察。老
头见状，弯下腰捡起来，递给我说：
“是你的吧？”
“对，是我的。谢谢！”
接过的一刹那，双方不由自主对笑
了一下。第二天见面时，便互相自
觉地点头微笑。再下来，就慢慢变
得无所拘束了。再下来，竟成了无
话不谈的朋友。

工人胳膊受伤 交警护送就医
6月 24日 16时 30分许，包
头市交管支队高新区大队二中
队民警巡逻至民族东路与校园
路交叉口时，一辆私家车的驾驶
员向巡逻交警求助，称车上有一
名工人胳膊受伤，急需到云龙骨
科医院救诊。民警看到车辆副
驾驶位置上一位师傅紧紧抱着
右胳膊，血流不止，巡逻民警立
即鸣响警笛，快速护送私家车向
医院方向驶去，仅用 3分钟就安
全到达，并且帮助伤者办理了救
诊手续，病人家属对交警的帮助
表示感谢。
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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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喀纳斯
一匹马在新疆喀纳斯景区
内吃草（6月 2
4日摄）。
夏日的新疆喀纳斯景区，森
林、草原、湖泊景致秀美，引人入
胜。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摄

我忽然有所悟，其实，很多经
常见面的人，往往碍于面子，或者
担心对方是否接纳，总是不好意思
主动搭讪。其实只要有一个小小
的机会，便立刻会捅破窗户纸。方
法也简单，或点一点头，或莞尔一
笑，或稍微对视一下，或借个话题
聊一下，便一搭即合。人际间本来
有很多相通的愿望，却为什么灵犀
总是不通呢？人际“藩篱”在哪里
呢？就在心里。
我有一个当老师的朋友。工
作很用心，业务很精通，常把学生
当朋友，学生成绩很好。他平时讲
课口若悬河、精彩绝伦。可在一次
公开教学中，一下子要面对几十位
各校来的名师，他前一晚就通宵未
眠，讲台上也突然变得语无伦次、
大失水准。这种现象也很普遍。
一旦对得失成败有所顾虑，对成功
期望值过高，对面子太过计较，心
里就会产生“藩篱”
。
有个朋友说了一件趣事。有
一回在电梯上，看到一个姑娘，眼

缘很熟，像在哪里见过，酷肖生活
中某个人，不由得注视了一会。谁
知那姑娘似有感觉，突然转过头，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仿佛要把他
五脏六腑全穿透。朋友对我说，其
实何苦用这种怀疑目光？就算长
得很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被人
欣赏不是好事一桩？不问情由，动
不动就怀疑别人的动机，那就不是
心存“藩篱”的问题，更是心有“蒺
藜”了。
王阳明说过：
“ 草有妨碍，理亦
宜去，去之而已。”人生过程中，常
常会在心中积累不少杂草，如功名
欲望、骄奢横蛮、自卑萎靡、嫉妒狭
隘以及各种负面情绪等。要经常
清除掉，人才能轻装前进。人际交
往中的心理杂草虽然根浅叶疏，远
不能与这些相比，但只要有“藩篱”
在心，都会妨碍正常的人际互动和
交往。把心里这些“藩篱”乃至“蒺
藜”去掉，人才会活得轻松，人际才
会处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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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夏季占道经营
消除隐患保畅通
包头市九原区万达广场举
办消夏“美食节”，吸引了大量商
贩在广场摆摊，占用了非机动车
道，机动车乱停乱放，给交通安
全管理带来隐患。包头市交管
支队九原区大队第三警务区民
警严格按照美食节交通安保方
案，在王强中队长的精心安排部
署下，组织警力联合城市管理执
法局的工作人员共同开展夜间
专项整治行动，严格治理违法占
道经营、随意停车等违法行为，
达到占道经营摊贩上台阶、周围
环境干净整洁、路面畅通有序的
治理效果，赢得了群众的好评。
李晓杰

包头市首家
劳动争议诉调工作室揭牌
为推进“两个一站式”建设，
不断完善社会矛盾预防调处化
解综合机制，包头市昆都仑区人
民法院于 6月 29日同包头市昆
都仑区总工会合作成立包头市
首家劳动争议诉调工作室，并于
当日举行首次工作对接会。
在今后的工作中，昆区法院
将通过委派调解或委托调解的
方式，将符合条件的劳动争议案
件分流至工作室进行调解，并通
过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赋予
其强制执行力，切实维护双方合
法权益。工作室还将通过典型
性案例分析、及时发布司法建
议、指导涉诉企业合法用工等方
式，提升劳动者及用工单位的法
律意识，致力于将案件办理实效
同诉源治理相结合，降低矛盾纠
纷发生概率，为维护昆区经济社
会的和谐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宿珺 武瑞娟

颜回吃脏饭

干干净净之美

学诚
吴垠
孔子与颜回、子贡、子路等弟子
进饭里，留在锅里不干净，丢掉又太
被困于陈、蔡期间，
曾绝粮七天。子贡
可惜，我就把它吃了，不可以用来祭
奠了。
”
费了许多周折才买回一石米。颜回与
子路在破屋墙下做饭，有灰尘掉进饭
故事到这里，事情就很清楚了。
中，
颜回便取出来自己吃了。子贡在井
我们为何而苦恼呢？很多时候是看
边远远望见，很生气，便跑去问孔子： 不清事情背后的原因，拿自己片面的
“仁人廉士，
穷困时会改变自己的节操
或者惯常的所知所见来衡量人事
吗？
”
孔子反问：
“改变节操还叫仁人廉
物。可是，
我们往往会被自己欺骗。
士吗？
”
子贡说：
“像颜回那样的仁人廉
其实，每个人的行为，都有他背
士，也不会改变节操吗？”孔子说：
“是
后的原因，或者是外在的条件，或者
的。
”
子贡便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
是内在的想法观念等。如果能对他
孔子。
施以信任，然后站在他的角度去体会
他的行为，就能更多地理解他。孔子
故事里，子贡对颜回观过，心生
就是如此，他在未了解事情的真相之
不满，甚至嗔恨，其实受苦的却是他
自己。请想一想，如果你是子贡，你
前，没有轻易下是非判断，仍然保持
会如何平复自己的观过情绪呢？
着对颜回的信任；然后，他又能很善
而故事里，孔子却说：
“我相信颜
巧地了解背后的原因。
回之仁，已经很久了。你虽如此说，
当然，要从“他”出发，不是那么
容 易 的 事 情 。 但 是 ，一 旦 想 到 ，从
我仍不会怀疑他，这里边必定有缘
故。”孔子把颜回叫到身边说：
“日前， “ 我 ”出 发 ，则 我 会 被“ 我 ”欺 骗 ；从
我梦到先人，大概是想启发帮助我。 “他”出发，则我最终能得到快乐。还
你把做好的饭食拿进来，我将祭奠先
有什么比快乐更诱惑人呢？
人。”颜回对孔子说：
“ 刚才有灰尘掉
换个角度，
乌云上面就是阳光。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
说：
“ 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
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
更是如此。”干净是美的前提
和基础。
一个人的干净，不单单
是指外貌的干净，更是内心
的干净。保持形体的干净好
办，勤洗脸、勤洗澡、勤洗衣
等等，这些都容易做到，但如
何保持内心的干净呢？那就
是做到常自省，就像古人说
的“每日三省吾身”，用自省
来检讨自己，剔除缺点和不
足，让自己做一个内心纯粹
的人、
干净的人。
干净，是一个人最好看
的样子。让我们保持外貌的
干净和内心的纯洁，清清爽
爽，不带尘埃，干净做事，清
白做人，活得漂漂亮亮、清香
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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