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欢欢
本报评论员

刘雪松
知名时评人、苕溪时评特约评论员

YUHANG MORNING POST
观点 32018年10月11日

责任编辑：毛建芳 洪欢欢

本版由余杭晨报社、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投稿邮箱：tiaoxishiping@163.com苕溪时评

“美丽余杭”建设天天不“打烊”

斋 语
本报评论员

陈 坚
本报评论员

“扶不扶老人”之外
谁来扶一扶我们的道德？

让“美丽人”的光芒在余杭绽放

上个月，有两个美丽余杭人的故事
感动了余杭人。他们是来自乔司街道
永西村普通家庭的13岁盲人女孩叶婷
婷，以及来自四川达州的 38 岁单腿外
卖小哥王建生。一个是3岁失明、10岁
开始练琴、13岁拿下中国国际钢琴艺术
节伯牙奖一等奖的杭州市“美德少年”；
一个是从四川达州大山里走出来的新
余杭人，两年来在临平的大街小巷穿梭
来往做“骑手”，想过不一样的人生。

身残志坚的故事我们听过太多，但
发生在身边的真人真事，总是格外让人
动容。虽然上天对他们的不公，但凭着
一股永不放弃的韧劲，他们走到了我们
面前，活成了新闻故事里的人物，成为

余杭大地上的“美丽余杭人”。他们失
去了很多，却得到了更多，他们，担得起
这个称号。

事实上，余杭大地上，从来不缺充
满正能量的“美丽余杭人”。近年来，余
杭各地积极开展各类接地气、受欢迎、
有成效的群众性道德教育活动，全区先
后选出“最美”系列人物400多人，其中
有11 人入选“杭州好人”、3人入选“浙
江好人”，1人入围“中国好人”，为建设

“五大余杭”，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凝
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今年5月2日，“榜样的力量”余杭
区第三届道德模范评选揭晓，陶杏娟、
黄钢锋、周峰、龙春群、何小平等 11 位
道德模范受到隆重表彰。他们中，有每
年资助贫困学子的“爱心姐姐”，有为远
方患者带去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有勇救高空悬挂女童、落水老人
的平民英雄，有诚信经营、反哺社会的

私营业主……他们，都是在普通的生活
当中，用自己的善行义举成就别人的最
美人物。

美丽余杭人，应该被颂扬。
叶婷婷说，“虽然我失明了，但是我

的心是透亮的。我一直对自己说，只要
坚持，没有什么可以打败自己。”

王建生说，“不管在人生的顺境逆
境，只要你保持一个阳光的心态就很
好。”

虽然他们身有残疾，但这寥寥几句
话，可窥见他们的处世哲学，值得我们
学习。是的，命运于他们不公，可他们
没有自暴自弃，没有自怨自艾，他们对
生活报之以微笑，不折不挠、向阳而
生。我们颂扬他们，不仅是要让更多人
知道他们的故事，更要颂扬他们这种在
平凡中见精神、在日常中见崇高的榜样
力量，由此得到引导、激励、鼓舞，让余
杭大地上出现更多积极乐观的“叶婷婷

们”，以及更多脚踏实地、用双手打拼出
精彩人生的“王建生们”。

美丽余杭人，应该被褒奖。
2016年，余杭区出台礼遇道德模范

实施办法，对道德模范给予精神鼓励和
物质奖励，大力弘扬“最美精神”，完善
激励“好人”机制，褒奖善行义举，形成

“好人有好报”的鲜明导向。
之所以褒奖，是因为“美丽余杭”建

设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也不是一人两
人可以促成的，要靠生于斯、奋斗于斯
的所有余杭人共同努力。

当前，余杭正处在实现跨越发展的
关键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正能
量、渴望好声音，需要 260 万新老余杭
人高高举起文明大旗，把中华民族美德
传承好，把文明礼仪特色彰显好。

希望在“美丽余杭人”的影响下，文
明之风、道德之美在余杭大地上星火燎
原、蔚然成风。

看到老人倒地，扶不扶？怎么扶？
衢州三个“00后”少年给出的答案

是：一边摄像留证据自证清白，一边扶
起86岁的老太。

首先，我们要赞一下这三位少年，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但是，行善本不该
有这么多顾虑，他们拍视频自证清白的
举动，是值得讨论的。

听了他们的解释，知道有他们的道
理。少年们坦言，是不断出现的扶人被
讹的新闻让他们临时起意。

上个月，金华“80后”小伙滕先生扶
起老人反被讹的新闻，让“扶不扶老人”
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再次触动大众的
神经。

9 月 2 日，滕先生骑电动车经过一
路口时，扶起一位骑电动车摔倒的老
人，没想到对方反报警称是被他撞倒。
所幸经交警调取监控后，证实老人系自
行摔倒，还了小伙子一个清白。

滕先生决定起诉，要求对方公开赔
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 1 元。他
说，自己坚持起诉，就是希望今后不要
再发生类似的好心人被讹事件，希望那
些企图讹诈的人能够知道随意讹诈是
要付出代价的。

确实，救人者扶起老人后被讹诈的
事情屡见不鲜，最后不得不调看监控，
有监控的还了救人者的清白，没有监控
的就成了扯不清的无头案。

从这些雷同的事件中，我们看到：
讹诈别人，证据确凿，可实践中，警方也
难以对讹诈的老人作出较重处罚。这
意味着，老人讹诈别人的风险基本为
零，这简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由此对

社会造成的示范效应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位律师直言，“怎么扶老人”确是

个“技术问题”。律师道出了“老人摔倒
扶不扶”成为社会难题的根本原因，那
就是事发情况的取证难。

所以，我们乐于看到利用现代科技
手段，防范更多有违道德或触犯法律的
行为。比如，通过遍布大街小巷的“天
眼”监控，让“碰瓷”现象、讹诈行为无所
遁形；建立和完善如支付宝“芝麻信用”
类似的社会信用体系，记录人的“污点”
行为，让失信者受到社会舆论和自身利
益的双重压力。

三位少年带着防备心去做好事，总
觉得有些变味，但拿起法律武器保障自
身权益的确可取。从中，我们不禁反
思：涉世不深的孩子们在行善时，本不
该有这么多顾虑；任何人在行善时，都
不该有这么多顾虑。这重顾虑该如何
消解呢？需要的是你我他一起来，构筑

起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信任。
与其讨论老人该不该“扶”，倒不如

思考我们的社会道德该怎么“扶”？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道德选择

充满着功利性，人们潜意识里认为“该
出手时不出手”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要
想从根本改变这种世风日下的局面，有
关部门应从相关制度建设着手，使“行
善有奖”的激励和“讹诈有罚”的惩处变
成制度常态，用法律来给好人撑腰。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颗道德的
种子，如何让种子发芽并茁壮成长，要
靠整个社会的呵护。在道德难以企及
的角落，法律应施以援手。扶老人易，
扶道德难。

康德说：“那最神圣恒久而又日新
月异的，那最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震撼的
两件东西，是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
道德律。”

愿天下无讹。

如果把去年实施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视作首战之年，那么今年，无疑是
关键的攻坚之年。余杭接下来的“大
考”，能在全省确定的 560 个小城镇整
治达标计划中夺得多少“席位”，决定着
余杭“走在前列”的到位程度，也体现着
余杭“干在实处”的扎实程度。

这是一场全面迈入小康社会的“大
考”。浙江要的是“两个高水平”，余杭
要的是能够成为全省的样板模式。但
归根到底，要的是让人民群众拥有满满
的获得感。正因此，余杭迎接“大考”，

摆出的不仅仅是能够“通过考试”的姿
势，而是拿大分、拿高分的姿势。这场

“决战”，指向的是“决胜”。这是任何临
时抱佛脚，都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事实上，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并
没有临时可抱的“佛脚”存在。一方面，
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更高向往，是
靠各级党委、政府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实
现的，而不是粉粉刷刷的“戏法”变出来
的。另一方面，全省考核办法，把产业
经济发展与老百姓获得感、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单列成项，更加体现了对整治工
作中民生导向和文化传承的重视，这是
靠一时的砸钱、短暂的发力，无法完成
的。因此，余杭要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的大考中位居前列，首先需要在平常
的实际工作中，全方位走在前列、干在

实处。如此，百姓的获得感才有可持续
性，余杭的样板模式才能有扎实感。

更高质量整治，更有特色提升，更
可持续发展，不断提升小城镇生活、生
产、生态环境质量，是余杭全区绕不开
的一条路子，没有捷径可走。近年来，
余杭大布局、大发展，并没有就小城镇
整治而抓整治，而是强调“综合”、突出

“协调”，始终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作为核心理念，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统筹城乡发展。余杭不将眼光盯在建
筑物的立面整治上，而是盯在补齐城镇
协调发展的短板上，让美丽城镇引领镇
村发展，余杭的产业率先实现了华丽转
型，也走出了新型城市化和乡村振兴下
的小城镇建设余杭之路。

“大考”当前，定当发力。这是余杭

交给浙江全省通过科学设计的考核内
容、考核标准的一张硬性的答卷。余杭
节日不打烊，迎考不含糊，可嘉可赞。
然而余杭的小城镇综合整治，最难的还
是百姓对美好生活更高追求的这张软
性的试卷。正因为要求更高，所以达标
的弹性更大。因此余杭全区各级党员
干部，应该把每天的工作都当成一场永
无止境的赶考，而不只是这次全省“大
考”有没有过关。

“美丽余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过
半。全域美丽，才是真的美丽。只争朝
夕，时不我待。然而三年计划描绘的余
杭，只是美丽余杭的起点，绝非终点。
余杭在美丽建设上，只有天天不“打
烊”，才能绘出最新最美的答卷，让上级
考核的同时，也接受人民群众的考评。

“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敬老孝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世代
相沿。

国庆长假刚过，九九重阳即至，敬
老氛围渐浓。金秋十月，我省今年敬老
月活动拉开大幕——给老年人发放重
阳“礼包”、开展老年人优秀书画作品
展、举行老年人声乐和舞蹈比赛等，诸
多精彩活动让老人感到生活好滋味。

应该说，尽管当下人口老龄化日益
加剧，但为了让老人无惧垂幕时光，优
雅安享晚年，各地对老人的关爱之举不
少。比如我区对60岁以上老人开展免
费健康体检，给老人发放生活补贴，在

部分老旧小区安装电梯、解决老人出行
难，增加居家养老中心的软硬件设施
等。既强化养老制度保障，又注重人文
关怀，余杭丰盛的“民生菜单”中，关爱
老人的“料”很足，爱心满满。

毋庸置疑，随着时代变化，社会进
步，老人的需求也在不断“升级”——以
前只求吃饱穿暖、身体硬朗，现在更关
注精神世界的丰盈，追求晚年生活的质
量，因此，对老人的关爱也应与时俱
进。敬老只有“走心”，老人才能感到暖
心。

敬老要“走心”，关爱的“花色品种”
得丰富多样，不只是节日的嘘寒问暖，
送面送油，得用心了解老人的真正需
求，“投其所好”才有好效果。比如，要
为老人打造舒适的社区居家养老中心，
就得强化社区设施建设，让老人娱乐有
琴棋书画活动室，就诊有家庭医生上门
把脉，就餐有老年食堂的可口菜肴，等
等。在这样的社区生活，老人自然乐陶

陶。
敬老要“走心”，不能重物质供养轻

亲情陪伴。现在，有的子女离开父母在
外打拼，即使逢年过节也无暇回家，更
谈不上日常照料和关怀。不少子女以
为，敬老就是给够钱，让老人吃好喝
好。殊不知，“花钱尽孝”尽的只是儿女
的赡养义务，这份孝心却难融入父母的
心底。老人幸福的晚年生活，不仅取决
于物质生活的富裕，更有赖于精神生活
的富足。对老人而言，陪伴是最长情的
告白，子女不能因忙碌让亲情“失陪”。

其实，正由于亲情“缺位”，才导致
有不良企图者打着关爱的幌子乘机“上
位”，譬如饱受诟病的老年保健品营
销。要想老人不被坑，除相关部门做好
警示教育外，子女更要做有心人，即使
无暇常回家看看，与老人的“亲情热线”
也要常连线，不妨多听老人唠唠家常。
只要子女关怀到位，老人的生活不落
寞，骗子的“亲情营销”自然失灵。从这

种意义说，子女的关爱是老人最好的保
健品。

敬老要“走心”，给老人的关爱还得
“细水长流”，不搞一阵风、“突击式”敬
孝。古人云，孝在于质实，不在于饰
貌。敬老孝老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
来的。要把尊老、敬老变成日常行动，
通过平时点点滴滴、和风细雨般的关
爱，让老人感到“天天都是重阳节”。

当然，给予老人常态式关爱不仅仅
是子女的责任，有关部门，特别是和老
人接触最多的社区，要当好贴心人，应
时常上门探望，帮助老人解决好生活的
难点、情感的痛点，不让“空巢”老人变
成“空心人”。

敬老，当小家与大家齐协力，把所
有的关怀关爱做到位，让老人物质生活
有保障，精神生活有滋味，乐享天年，坦
然拥抱“夕阳红”。如此，这既是家庭之
福，也是全社会的美好夙愿。

敬老多“走心”老人更暖心

听 风

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
手，就要牢牢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这个总方针，牢牢把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个总要求，牢牢把握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个制度
保障，明确思路，深化认识，切实把各项工作做好做
实；就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
中之重，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
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着力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我们定能让亿万
农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
实基础。 ——摘自《人民日报》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传统节日文化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传统节日文化，
一方面，能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供丰厚滋养，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另一
方面，能够推动传统节日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以此为契机，更好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
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阐释清楚，更好地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以
及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阐释清楚，进一步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中华传统节日形式多样，每个节日都有自己的
主题，都带有特殊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符号。每逢
传统节日来临之际，通过主题活动、新闻宣传等多
种形式积极营造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浓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基本元素处处可见，使
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践行处处可感，让核心价值观
的元素鲜活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真情，
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需要用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来滋养；我们要让真情大义像春风一样
吹遍神州大地，吹进千家万户，给每一个中华儿女
带来温暖。 ——摘自《光明日报》

信访督查
要督在实处查出结果

作为信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信访督查在推
进改革措施落地、推动责任落实、解决信访突出问
题上发挥了“利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信访督
查改变了信访部门单一督查的做法，形成了工作合
力，既推动了问题解决，又促进了工作改进。

开展信访督查要力避“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要切实解决一些地方督查跟踪问效不够的问题。
对此，必须真督实查，既督问题解决，又查认识、查
责任、查作风，抓实抓细抓深抓严，力求督在实处、
查出结果。

信访督查面对的都是疑难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该出手时就要出手，不能一团和气、轻描淡写，更不
能搞“人情案”“关系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应
该直截了当指出，不留情面，敢于较真，督促立行立
改；对已经明确整改方案的要紧盯不放，解决不力
的要挂牌督办，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撒手、整改不到
位不收兵。 ——摘自《人民日报》

乡村振兴聚力美丽经济

浙江乡村振兴在理念和道理选择上需首先是
城乡融合、一体共赢；乡村振兴的核心和重心应在
于如何进一步提升和增进乡村的魅力，使其不仅自
身要成为美好生活的盛放地、大观园，而且要争取
成为城市产业、人居、金融、技术、文化等的外溢池、
安放处，并可实现城乡之间的无障碍、无门槛自由
流动、共享。

在此愿景下，浙江乡村振兴当前及今后一个时
期需把大力发展美丽经济放在突出位置。美丽经
济的内涵已有专文论述，这里强调四点：一、现代化
是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的必要条件，还需有文化、创
意、设计等美丽化的价值赋予与美丽经济优先做
强，来有力提高农业含金量、乡村发展魅力值，让农
业更有温度、农村仍有乡愁；二、对美好生活向往是
我国城乡发展共同的基础性动力，是相对创新驱动
更根本而内在的动力。浙江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
不在于限制或缓解乡村居民向城市转移集聚，更在
于公平实现城乡居民可自由选择、共同满足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三、随着基于美好生活向往优先美丽
经济作为城乡居民共同的诉求，浙江乡村振兴需进
一步丰富和提升生态农林业、乡村旅游休闲、生态
健康服务等产业的文化创意设计、美丽美好内涵、
便利称心服务，以及农村自治生态完善、乡约共制
共遵、乡邻亲和向善，协力增进农业现代化的市场
竞争力、农村现代化的受欢迎度，加快成为各具特
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四、美丽经济与数字经济
内涵上有一定交集，某种意义上美丽经济发展需借
助和依托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理念和要
求，如去中心化、扁平化、共享化等，也需在发展美
丽经济、推进乡村振兴中因地制宜地坚持，从而超
越常规意义上的现代化内涵。

——摘自《浙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