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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早已悄然无息的来到了，一切都是那么葱郁
清新，新鲜的空气，清澈的河水，芬芳的花朵，一切都充
满了爱的气息。夜幕降临之际伴着缕缕春风，躺在翠
色欲滴的草坪上，望着满天繁星思绪万千，每颗星星都
是那么闪亮，犹如护士一般纯洁无暇，不禁让人为之渐
生情愫。

著名现在文学家梁实秋说过：“你走，我不送你；你
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在医院里，我们
护士就是这样，对病患像对待热恋中的恋人一样，不管
是一般的感冒发热还是急救救治，只要你感到不舒适，
我们都会心疼万分，给予你无微不至的陪伴呵护。正
犹如急诊科医护，无论是烈日炎炎的正午，还是风雨交
加的黑夜，你只要说你在哪里，我们都会告诉你“待在
原地别动，我去找你”，然后驾车疾驰而去奔向你的身
边，为你遮风，为你挡雨；为你包扎，为你止血；为你拭
去眼角的泪珠，为你保驾护航一直陪护你到医院。为
你治愈伤病，为你带来眉梢的微笑，为你温馨的服务；
给你温暖怀抱，护你安好。

“云想衣裳花想容”是李白所作《清平调》三首里
第一首的首句。大意是看见天边的云彩就不由得想
起她翩翩起舞的衣裳，看见娇嫩的花儿就不由得想起
她倾国倾城的容颜，这是称赞杨贵妃衣饰和容貌之
美。我们护士又何尝不是这么美丽呢。男护士个个
英姿飒爽，性格开朗幽默，健壮庞大的身躯自带几分
安全感。女护士的步伐同样像飞燕一样轻快敏捷，我
们的操作像羽毛一样轻盈温柔，我们的笑容像花儿般
清新含蓄，我们的着装像天使般洁白无瑕。我们每天
都穿梭在护士站与病房之间。面对一次次成功的静
脉穿刺，一轮轮白加黑的倒班，一张张渴望健康的脸
庞，我们写无数的护理记录，输送千以百计的急诊病
人，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之上，每天我们都把最简
单和平凡的工作演绎成无数个精彩。就像满天繁星
点缀在医院上方，犹如自由女神般为你照亮每个黑暗
的角落。

我既没有满腹经纶的才学，也没有华丽的词藻去

赞美护士，但是有一颗挚爱护士的心，因为我认识护
士，我了解护士，我欣赏护士，我自豪我就是护士！我
们有着纯洁的心灵，总会带着一份职业性的微笑面对
病患。漫漫黑夜的难熬加上生物钟颠倒，尤其急诊科
每时每刻紧张忙碌的工作让我们倍感疲惫，到每当面
对急诊室和病房许多渴求救治的目光，我们就会充满
力量不辞辛苦，奔跑在一线小心翼翼的呵护病患，用心
灵鸡汤般的温热抚慰他们心灵的空寂。这就是最美的
护士，我感谢遇见你，是你让我遇见了更美好的自己，
我愿与你携手，共赴余生，谱写生命美丽的华章。现在
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护士这
份职业爱的深沉！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广告的初衷，本来就是广而告之（知），对发展经济，满足人
民生活需要，是个很好的平台。然而近些年，一些没完没了的
违法虚假广告混入其中，真假难辨，且多且乱，甚至坑害民众，
触目惊心成了一种顽症，也成为人们经常热议的焦点。

前不久，笔者在一家权威报纸上见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一名21岁的大二学生魏则西被查出一种恶性软组织肿瘤——
骨膜肉瘤，多方求医无方后，从百度广告上找到竞价靠前的三
甲武警总队第二医院治疗，称医生还不止一次的上过中央台。

从医院到医生的各头上看，似无可怀疑。结果花
去东借西凑的20多万元后，还是越来越厉害而离
世。事后经查才知所用疗法早已淘汰，无效医疗
悲剧完全是由骗人的医疗广告信息误导所致。
虽引发国内大规模追索公道，却亦晚矣！其实，
不实广告所造成的类似事件并非个例。像“鸿茅
药洒”、“权健火疗”、“华林电疗”、“无限极”、“高
价床垫”……等事件无不是违法虚假广告、扩大
宣传造成的恶果。当然，违法（规）的虚假广告范
围不仅在医疗、保健行业有，在吃的、用的、穿的、
戴的，甚至是文化方面的各个领域无处不在。有
的在主流媒体上，打着主流旗号发广告，骗钱骗

物（如书画作品），很缺德，但让你很难防范。
违法的虚假广告为什么何其多？又为什么屡禁不止？笔

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一些无良厂商和人受本身最大利益的驱动，没有把主

要精力放在产品的研发上或当初创业的宗旨上，一味的追求
钱，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方面，一些药企和卖保健品的行
业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有关资料2017年市场排名前10名的广
告“金主”中，药企占有了6家。记者调查报道，140家药企上市
公司，有40多家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突破了30%，有的
高达66%，有的研发费用竟不足广告费用的十分之一。这意味

着一些企业每一元钱的收入中，就有6毛钱是砸向销售的。同
年中国消协公布的信息，医药类投诉达4442件，其中属于虚假
广告的1050件达23.6%，当某种产品、事件被揭穿了，他们就会
换一种新名堂，继续粉墨登场。老百姓说，这就叫“铁打的广
告、流水的骗局”。

二、监管部门失控，说重一点，即失职读职。举鸿茅药酒为
例，它做的广告曾被江苏、辽宁、山西、湖北等25个省市级食药
监部门通报违法达2630次，被停销也达数10次，竟没有引起当
地监管部门的重视，还一个劲的广告宣传是什么“宫廷御酒”。
并载有“非遗”的光环，可以预防老年病，性病和心脑血管病等
等，广告竟把它宣扬成能治百病的“神酒（药）”，全然不顾它的
不良反应和有敏性、安全性。一个劲的吹，试问监管部门那里
去了？是不是失职渎职？也令人怀疑，这中间是不是存在“亲
而不清”的关系？这在当地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营商环境和政
治生态？令人怀疑存在着滥权与腐败。

三、在海量的广告中绝大多数的公众人物和知名人士都能
自尊自重，守住底线不为金钱所动，表现出一派君子之风，如抗
震救灾的小英雄林浩出名后，竟有四家大公司高酬请他为其接
拍广告，均被他和他父亲谢绝。再如患有肌无力需救助的张云
鹏、张云成二兄弟写作出名后高酬请他出来，只做“吃了某种药
就好了”的一句话广告代言人，但也被谢绝。以上两例均诠释
了他们的人格魅力。

可是，也有一些并不差钱的人却十分热衷于接拍一些忽悠
人的虚假广告。他们钱多了道德少了，享受无极，欲壑难填，钱
再多也没个够。他们冲着高额的酬金，为广告吆喝对其某种产
品、某种效果、某种作用，并没有用过、体验过，也并不知道是
真、是假，全是在演戏，甚至是恶谎言挣不义之财。既受不到道
德的仇视，舆论的谴责，也受不到法律的制裁？就这样，惯坏了
某些人甚至是明星大腕。《今晚报》曾报道一演员为一家药企代
言，说他患有牙疼、骨病、肺气肿、胃病、全身麻木、心脏病生活

几乎不能自理，但吃了他广告的药后，竟都痊愈了。此广告遭
到人们质疑，提出什么药能这么神奇？一药能治那么多的病？
谁又能相信，你真的得了那么多病吗？面对质疑他的家人出来
替他解释说：“他是演员、他是演戏并不能当真”。一语道破广
告之天机。像这样忽悠人的“广告”，可以说天下都能在各种媒
体上见到让它“广”你，“告”你，或在电视机前被“引颈受戮”。

国家在广告方面的法律法规是神圣的，不管你是企业、个人，
还是媒体、还是监管部门，都必须认真严肃的贯彻实施和严格遵
守、严格执行。不管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都会造成危害。一旦
乱象泛滥，尤其是医药领域，甚至比杀人犯还可恶。杀人犯只能
杀一人或几人，而虚假广告使人受骗上当则是害人无数。所以，
企业、经销商们应时刻记住当年创业的初心，绝不能做欺诈消费
者的不良厂商，任何时候，也不能与法律法规挑战，一旦唯利脱
轨，不但危害社会，本身也会失去市场前途，甚至付出更大的代
价。作为广告的监管部门，责任重大，要不负党和国家赋予的历
史使命，要像查酒驾那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不留监管空白，
睁大眼睛、重拳出击，对违规广告进行口诛笔伐，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不管虚假广告的发布者、代理机构，还是经营制作者，一律上
黑名单，坚决封住它的复出之路。要让守信者一路绿灯，让失信
者寸步难行。还要加强宣传和社会舆论监督，健全行业规范，完
善褒扬和惩戒机制，以使广大民众安全放心的消费。主流媒体对
各路来的广告，要严格审查，不能给钱就刊登或播放，不能使群众
百分之百信任的公信度打折扣。消费者，特别是老年人，要擦亮
眼睛，随时警惕那些虚假广告宣传的忽悠，什么“专家讲座”、“明
星代言”、“价格优惠”、“包治根治”、“无效退款”、“产品赠送”、“免
费体验”等等，甚至打着主流旗号，都不要轻信，以免受其误导。
总之，全社会在法律法规的保护下，以鲜明的态度，支持正当的广
告事业不断发展，严控虚假广告的泛滥，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还广告领域一个真正可信的信用消费本色。

作者系区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

整治广告乱象 还信用消费本色
◎李 兵

我经常发现，济阳区内的文学雅
集，座中多为东北乡镇的人。仔细
推敲原因，这与闻韶台、孔子、逄公
墓，与闻韶书院和张稷若先生不无
关系。

家是社会的细胞，家风是一国之
风的滥觞和细微的源头。家天下也
许只适合皇帝，而家国情怀却适合每
一个家庭，每一个平凡的人。忧国忧
民者，必先从孝悌开始。仁爱天下是
从亲情血脉之爱开始的。所谓“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国有国风，区有区风，家有家
风。家与国，宏观与微观相互促动，
家风长国风，国风促家风。善行可
风，风者，流动也，传播也，继承也，家
风是代代相传，生命绵延和精神传承
的脉动。好的家风，代代有人才出
现。历史中的仁人志士，深受儒家学
说陶冶，特别讲究立德，然后才是立
功立言。贤哲们懂得持“不满术”，功
成身退，教化乡里，都晓得家教胜过
金山银山留给子孙。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
训、诫子书、女戒都是古代比较著名
的家训，还有些非典型家训，比如陆
游写给儿孙的几十首诗，历代贤达，
很重视家教。让子孙戒淫慢险躁，勤
于洒扫庭除，五更苦读，清淡菜根，不
计名利，达解元黎疾苦，效忠国家，穷
独善其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静以
修身，俭以养德。一个人的德才成长

是从家庭家教开始的，读耕并重，忠
孝传家久。家教好，家门善，清官、忠
臣多出。

一个人的成长的关键期，多是在
家庭中完成的。父母是第一任老师，
先入为主的家教会影响一个人的一
生。 我主张平民化的教育，修养，修
为，修道，渐进而本分。诚实待人，勤
劳为本，独立自强，平等待人，不卑不
亢，一诺千金。平民教育，做事扎实，
有人文情怀，心中有诗与远方。这样
的家庭出身的孩子，容易出儒商，学
者，艺术大师和开明政治家。市侩家
庭则只相信自己，不敬人神，不相信
因果报应，物债物抵，情债情偿。看
人如物，看权如神，看钱如命。只拜
物崇权，功利至上，趋炎附势，依势而
行，浅薄势力，反复无常，无知无畏，
肤浅虚荣，前恭后倨，沽名钓誉，投机
取巧为人生之捷径，以拍马行贿走关
系为生存大智慧。

孔子赞叹“《韶》尽美矣，又尽善
也。”正能量的家风如韶乐，负能量的
家风如郑声。舜帝之韶乐，是集诗、
乐、舞为一体的宫廷音乐，它所产生
的思想道德典范和文化艺术形式一
直影响着中国的古代文明。“箫韶”九
章，“凤凰来仪，百兽率舞”。

德才兼备，利家利国，泽被万
物。方寸之间，中土之上，家国情怀
家风长存，家和万事兴。愿家风如韶
乐大歌，浩气长存。

作者单位：区创新中学

愿家风如韶乐大歌
◎徐树爱

我爱你——护士
◎齐英浩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担当作为、狠抓落
实”动员大会和区委十三届六次全体会议精
神，让“实干会干、雷厉风行”成为济阳干部的
标签，动员引领区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在加快
建设与中心城区高度融合的济南北部新区中
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区委区直机关工委联
合区信息（新闻）中心，决定在区直机关广泛开
展“坚持实干、反对虚功”主题征文比赛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3月21日——5月10日
二、活动内容
本次征文活动的主题为“坚持实干、反对

虚功”。作品要以撤县设区后如何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在建设济南北部新区中争当
先锋、做出表率为主要内容，立足本职工作，

写身边人、身边事，用优秀的作品激励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为建设与中
心城区高度融合的济南北部新区作出更大的
贡献。

三、活动对象
全区区直机关广大党员、机关干部和文学

爱好者。
四、活动要求
（一）本次征文体裁可为小说、通讯、散

文、诗歌等文学体裁，也可为评论文章、新闻
稿件、工作心得等，字数不限。作品内容要客
观、真实、详实，积极向上，主题突出，文字生
动，感情真挚，艺术感染力强，富有鲜明的时
代色彩和文学性。

（二）所有参赛作品必须由作者本人创
作，发现有抄袭者一经核实即取消参赛资格，

如涉及著作权、版权或名誉权纠纷等法律事
宜，均由作者本人负责，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
责任。

五、评选要求
比赛将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发放精

美奖品，部分优秀作品将在《新济阳》报进行刊发。
六、征稿方式
参赛作品以电子邮件方式，于5月10日前

报送区信息（新闻）中心，在文末署上作者真实
姓名、单位、联系电话。邮件主题注明：“坚持
实干、反对虚功”字样。电子邮箱：xjyfukan@
163.com，联系人：尹聪（电话：84232018），李云
竹（电话：84232160）。

济阳区委区直机关工委
济阳区信息（新闻）中心

2019年3月19日

济阳区委区直机关工委
关于在区直机关开展“坚持实干、反对虚功”

主题征文比赛活动的通知秋莲让儿子看场，实际上是让儿子轰鸡，别
让那些“自由鸡”把麦子给糟践了。种田人最能
理解“粒粒皆辛苦”这句诗。

秋莲走出不远，回头看了看宁宁。宁宁正
在翻一本书，柳树树荫的边缘已快移到他的跟
前。秋莲走回来，把儿子坐的竹椅挪到阴凉深
处，把儿子牵过来坐下，再把拐杖和一个盛着凉
开水的塑料瓶放在儿子的右手边。

宁宁还在翻书。这是二年级下学期语文课
本。课本发下来不久，宁宁就得了眼病，爸爸带
着他到镇上、县上、市上、省上的医院去看病，无
法上学了。等把家里有限的积蓄和能借到的钱
都花完了，宁宁的眼病也没有治好。由于孩子
少，本村的小学去年秋天被合并到郭家村去了，
五六里地，宁宁原来上下学靠歪歪扭扭地来回
骑自行车，现在看不清路，没法骑，就休学了。

对于给儿子看好眼病，春旺和秋莲还没有
完全失去信心，他们听说北京的同仁医院是治

这种眼病的权威，为了筹钱到那儿看病，春旺舍
家撇业到城里打工去了。前两天收麦子，也没
回来。好在现今收割用收割机，播种用播种机，
加上街坊邻居的帮助，秋莲也没受太大的难
为。当然，秋莲还是很辛苦的，除了伺候儿子和
侍弄庄稼，还养了四头猪和三十多只鸡。

宁宁刚得病的时候，经常哭闹不止，几个月
病看下来，像变了一个人，由调皮任性变得乖巧
懂事了，甚至知道体贴大人了。这莫名的老成
反倒让秋莲更多出一份担心。

柳树上传来“知——了，知——了”的叫
声。宁宁抬头往树上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一
片黑。他知道这是一种麦收时节特有的小知
了，跟大知了的叫声有明显的区别。大知了是
直嗓子，不会拐弯，只是“知——”一个音阶，像
单调的呻吟，而这种知了的叫声是带拐弯的，

“知——了”，开始“知”字很平，最后“了”字猛地
一拐弯，一顿，像婉转的笛音，很好听的。 （二）

麦场上的阳光麦场上的阳光
齐建水齐建水

小说连载小说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