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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爱老重在平时
□刘予涵
“这个活动真不错，现在村里的老
人 们 真 有 福 啊 ！”“ 我 家 老 爷 子 也 来
了，看到老伙计们特别开心。”10 月 1
日上午，临颍县城关街道曹窑村文化
广场上热闹非凡，为传承弘扬尊老、
敬老传统美德，营造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良好氛围，村里举办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九九重阳节、浓
浓敬老情”活动。（详见本报昨日 03 版
《曹窑村的敬老情》）
重阳节是一个敬老爱老的日子，
曹窑村举办活动，为老人们送上一份

@新华网：#过马路玩手机最
高罚 50 元#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近日
批 准 的 《嘉 兴 市 文 明 行 为 促 进 条
例》 针对“低头玩手机过马路”等
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行人通过
路口或横穿道路时浏览手持电子设
备或者嬉闹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
五十元以下罚款。
点评：这条规定或许很难落地执
行，但仍然值得鼓励。因为其意义不
在于罚了多少人、罚金数额是多少，
而是起到鲜明的导向作用，即过马路
时玩手机是违法违规行为，是一条不
容触碰的红线。就像过马路不闯红灯
一样，文明习惯不可能一天养成，只
有反复强调、时刻提醒、及时惩戒，
才能慢慢形成自觉。
@新京报：#家委会筹资装饰
教室被拒# 近日，有网友反映，博
兴县第三小学某班级家委会以班级
活动经费为名义，收取费用用于教
室墙壁翻新。学校发现以上情况
后，立即要求涉事班级家委会对收
取的资金全部退还，由此产生的费
用由学校全部负担。
点评：表面看来，家长们自愿
筹款翻新墙壁，与校方无关。然而
仔细推敲，此举于情于理都不合
适。首先家长是否 100%同意，其中
有没有“被自愿”的，很难说清
楚；其次不管以何名义，实质都是
家长出钱给学校办事，校方有乱收
费之嫌；最后需要厘清家委会的定
位和职能，它并没有权力决定一件
事，要求所有家长必须执行。
@成都商报：#炒裙子# 在成
都街头，像小芋一样喜欢穿华丽可
爱、颇有欧洲中世纪贵族风格裙装
的女孩越来越多。这类裙子的风格
叫 作 “Lolita”。“ 炒 鞋 ”“ 炒 盲 盒 ”
卖高价的“神话”，似乎正在 Lolita
圈中蔓延：一条裙子可达 10 万元，
1000 多 元 购 买 的 裙 子 转 手 就 卖
4000~5000 元……
点评：Lolita 裙二手转卖价格疯
涨，是因为现货少、预约等待时间
长。但归根结底，市场价格是受供
求关系影响的，虽然货源少，可这
本身就是一个小众圈子，并没有那
么多消费需求。之所以供不应求，
无非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疯狂
炒作。对此，普通玩家千万要保持
冷静，别一不小心成了“接盘侠”。

关心、一份祝福，不仅让老人感受到
温暖，也有助于形成尊老、敬老、孝
老、爱老的新风尚，笔者为之点赞！
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实生活中，
敬老爱老活动多见于重阳节期间，而
在平时却鲜有所闻。君不见，每年重
阳节，各种敬老爱老的文化宣传铺天
盖地，各类老年人的活动热闹非凡，
各地的敬老院也挤满了前来慰问的
人。可重阳节一过，孝行之风却不见
了踪影，老人们又回到了孤独和寂寞
的生活。强烈的反差不禁让人感叹：
一年三百六十天，敬老何须待重阳！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笔者以为，关爱老人重在平日点

滴，贵在朝朝暮暮，做足“平时”文
章，远比在重阳节开启敬老模式来得
重要、来得实在。非要到了重阳节才
想起来去敬老，不仅有“为了敬老而
敬老”的嫌疑，还会给养老机构和老
人们带来一定的负担和烦恼。
敬老爱老，本就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更不是在重阳节来一次“突
击”就可了事，应当是功在平时，体
现在生活的日常小事中。比方说，利
用空闲时间到敬老院当当志愿者、回
家多陪陪老人等，这都是一种敬老爱
老的表现，关键要恒久常态，让老人
真正感受到“天天都是重阳节”，不能
只顾今天而没了明天。

国之大典凝聚新时代奋进伟力
□王学明
国庆节期间，盛大的国庆庆典燃起
了 14 亿中国人的爱国热情。56 门礼炮
70 响轰鸣，直升机编组呈现“70”字
样……庆典上的宏大场面展现了中国的
强大和自信，让人看后热血沸腾，倍感
骄傲和自豪。一时间，有关大阅兵的精
彩图片和视频刷爆了朋友圈，人们用这
种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国庆庆典上，中国军人英姿勃发、
气宇轩昂的精气神，威力巨大的新装备
新武器，快递小哥、广场舞大妈、年轻
情侣、小朋友的美好生活，不仅展示了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更
在向世人明确：中国已经崛起。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
自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庆幸生活在
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盛大的国庆庆典振奋人心，更点燃
了全民的爱国热情。许多人在看完国庆
庆典后，会情不自禁地抒发爱国之情，
每个人的内心充满了希望和力量，干事

创业的劲头更足了。那么，我们究竟该
怎样把这股浓浓的爱国情转化为实际行
动呢？笔者认为，实干是对爱国最好的
诠释方式，每一个人立足本职岗位、做
好本职工作，埋头苦干，甘于奉献，就
能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行动力与责任
感。
爱国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责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厦需要用一
砖一瓦去砌成，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辉煌成就的背后凝聚着无数人
的实干奋斗。就拿刚刚被中宣部授予
“时代楷模”称号的陈俊武院士来说，
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新中国成立之
初就投身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与共和国
同成长、共奋进，为新中国石化工业不
懈奋斗 70 年，他就是爱国奉献奋斗精
神的模范践行者。奋进新时代，我们都
要争当奋斗者，做新时代的实干家，立
足本职、坚守平凡、甘于奉献，在学习
中长见识、增才干，在实践中提能力、
强本领，用不懈奋斗书写时代华章，用
辛勤工作创造幸福生活，这样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假期出游 文明相伴
□徐剑锋
“十一”长假是人们的出行高峰。
记者在假期走访中看到，车辆与行人相
互礼让已成为一种习惯。在商场、公
园、景区，多数市民都能做到垃圾不落
地。在公交车上，让座成为一种时尚。
（详见本报昨日 04 版 《国庆假期市民文
明出游》）
国庆长假，正是人们出游的大好时
节。无论是 《旅游法》《游客不文明行
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 的内在要求，还
是文明城市创建的大力倡导，文明出游
都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近几年来，
随着我市文明创建工作向纵深推进，市
民素质与日俱增，举手投足之间，言谈
举止之中，文明出游渐成常态，这是所
有漯河人都乐见的。
所谓“习惯成自然”，文明就在一
刹那，要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需
要个人修养的不断提升。从点滴做起，

从细节入手，文明素养的进步非朝夕之
功，只有坚持道德教化与制度建设并
重，持之以恒地进行宣传、教育、引
导，不断健全社会监督、道德约束等良
性机制，念好“紧箍咒”，做好分事内，
才能营造“人人重德、个个守德”的良
好氛围，最终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毫不讳言，文明旅游要在漯河蔚然
成风，得靠跬步千里、善作善成的“治
出来”。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两
字，只要让不文明行为成为“过街老
鼠、人人敢打”，并加以严格的惩治，
就能确立一种循规蹈矩、不越雷池的心
理预期。也只有形成了这种预期后，各
种不文明行为才能够销声匿迹，从而彻
底打破“罚不责众”的固有观念。
文明出游，且行且珍惜。世界那么
大，景色那么美，我们的文明素质理当
与之相匹配。让文明出游的点点滴滴，
成就我们这座城市最美的瞬间，既需要
强化教育、强力执法，更需要功能配
套、设施引导。

国庆期间，广东潮州、江苏扬
州、浙江衢州、杭州千岛湖等地的
机关事业单位免费对外开放停车
场，有些地区还开放机关食堂为游
客供餐，引来社会各界一片喝彩。
（南方都市报）
点评：停车难是自驾游出行的
一大痛点，机关事业单位对外开放
停车场，既能提升游客体验，为地
方旅游业加分，同时也凸显了为民
意识和服务意识。不过，公众也希
望这种临时性举措能变成常态化的
制度安排，例如夜间和周末限时开
放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充分盘活
社会闲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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