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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中年，很多人站也不舒
服，坐也不舒服，觉得浑身上下
像生锈一样，最初不在意，直至
腰膝关节疼痛麻木、肿大变形，
严重影响到生活。【千年活骨膏】
是针对腰膝关节病为课题，潜心
研制而成的准字号产品。其方
精选骨碎补（补骨生髓）、千年健
（祛痛消肿）等多味地道中药，遵
照古法加入香油，手工熬制成
膏。适用于膝关节退变、肩周
炎、颈腰椎间盘突出、膨出、软组
织损伤等症引起的疼痛、肿胀、
僵硬、坐骨神经疼、蹲起困难等
病症。经络疗法，穴位贴敷，按
疗程使用效果更佳。千金易得，
健 康 难 寻 ！ 免 费 热 线 ：
400-805-8585（北京空总医院
本草堂医药部）全国免费邮寄，
药到付款。皖医械广审（文）第
2017110086号请在医务人员的
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经济信息

颈腰椎 膝关节病
久拖不治危害大

老人在家起居，常碰到各
种难题。据《人民日报》报道，湖
南长沙市正启动适老化改造“千
户计划”，今年优先为 1000 户
特困老人改造居家环境，包括
安装扶手或抓杆，加设防滑贴
或防滑垫，提供拐杖、浴凳、坐便
椅等。符合条件的老人，可以
自愿报名，施工之前，有专业人
员上门勘察情况。所需资金，
来自慈善基金、网络众筹、爱心
企业等，不用自己掏钱。

据悉，作为一项民心工程，
“千户计划”并非浅尝辄止，而
是分期分批推进，每年惠及
1000 户困难老人家庭。而且
项目采取政府主导、慈善筹资、

社会参与的模式，破解了资金
难题。同时，针对部分老人居
家风险意识比较缺乏，适老化
改造又是新鲜事物，担心打乱
原有生活节奏，不愿改造居家
环境等问题，长沙市在不强制
的前提下，还要求服务商沟通
到位，充分尊重老人意见，以良
好的服务和改造效果，打消他
们的顾虑。这就使得计划既有
原则性，也有可行性。希望更
多的地方能够加以借鉴并努力
推广，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
与到老年宜居环境建设中来，
为老年人提供形式多样、富有
品质的适老居家生活。（山西寿
阳 张国栋 56岁）

“千户计划”值得借鉴

9 月 7 日，浙江台州一位 80 多岁
的老人身份证“过期”去银行取不出
钱，于是前往派出所重办。然而，民警
发现老人身份证是能使用的，因怕老
人再跑“冤枉路”，民警便给银行手写
证明并留下电话称“有任何问题联系
我们，别让老人来回跑”。

又见民警怒怼（dǔi）与证明相关
的服务单位，又见奇葩证明或奇葩服
务的荒诞。民警的手写证明言简意
赅，铿锵有力，被舆论称为“霸气证

明”。这份霸气让人快意，让人感受到
了民警的责任心、同情心和为民服务
的情怀，也让人感受到了民警的无奈。

法院、行政机关办案时分一般程
序和简易程序，对于一些事实清楚、情
节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能够提
高办案效率，缩短办案时间，而民警的

“霸气证明”也呼唤对奇葩证明的快速
投诉处置机制：让这样的简易证明变
得程序简易起来，多起来。（河北滦南
李英锋 66岁）

霸气证明让人解气

防教师节变送礼节

既然学校有教师节送礼
“禁令”，学生给老师送花被
拦完全可以理解。当然，前
提是所有学生一视同仁。（网
友“邰雯”）

对老师表达敬意不必非
得等到教师节，如果送花可
以，那么送红包、送其他有价
值物品也应该可以，“一刀切”
禁止教师收礼反而不失为公
平之举。（网友“刘云海”）

现在的教师节，老师面
临收不收礼的负担，学生和
家长面临送不送礼的负担，
在“尺度”难以拿捏的情况
下，全面禁止有助于肃清送
礼歪风。（网友“余明辉”）

矫枉过正大可不必

如果确实是送些鲜花、
茶杯等小礼物，校方完全制
止有些矫枉过正。尊师重教
本来就是我们的一贯传统，
不应该轻易否定学生的感恩
之心。（网友“男儿当自强”）

教师节的送礼收礼风气
固然不应提倡，但也不必一味
禁止，关键是设置“红线”，防

止过度物化。如果生硬地让
学生喊家长来把鲜花领回去，
反过来会伤害到学生的自尊
和心意。（网友“阳光佳哥”）

给老师送一束鲜花，无非
是学生或家长表达祝福的一
种形式。如果仅仅是教师节
当天不许学生带礼物进校门，
而平时又“放任自流”，那就是
形式主义。（网友“月牙儿”）

家长应该摆正心态

送礼之风盛行，除了少
数老师经不住利益诱惑之外，
主要责任还是在家长身上，一
些家长认为给老师送礼了，自
己的孩子可以得到优待。于
是，引来了众家长的攀比和跟
风。（网友“汪昌莲”）

对于给老师表达心意，
家长们要摒弃“包办”思维，
更应引导孩子们动手制作或
通过班费购买礼轻情义重的
礼物送给老师，这需要家长
们形成共识。（网友“报&友”）

要遏止学校里的送礼之
风，还是要回到法治轨道，将
家长送礼、老师收礼纳入行
贿受贿的范畴，才有威慑
力。（网友“人生无悔”）

送老师鲜花被挡矫枉过正？
10日，有网友爆料称，在北京市某小学门口，一位学生拿

着花想送给老师，却被教导处老师拦在校门口罚站。《北京青
年报》记者从事发小学了解到，不存在罚站一说，该老师只是想
找学生家长把花拿回去，随后让学生进校。对此，您怎么看？

2元纸币真值18万？
贵报 9 月 6 日理财版刊

登《绿 面 2 元 纸 币 价 值 18
万？》一文，其中对江苏盐城市
民颜先生在朋友圈所看消息
的真实性并未提及，请问2元
纸币真的价值这么高吗？（河
南开封 王先生）

编辑欧阳继霞回复：我们
刊登此篇文章的目的其实在
于提醒读者朋友对网络转发、
缺乏权威出处的收藏投资信
息不要轻易相信。综合多方
信息来看，全新未流通过的
1980版2元纸币目前单张价值
35元左右，1990版2元纸币单
张价值约18-20元，能卖出高
价的多是成捆交易的连号钞。

每天餐饮五六百，
白吃白喝领补助。
接待规格高标准，
如此督察真舒服。
一来一往皆情面，
环保督察莫糊涂。
拒绝诱惑靠自觉，
问君能否敢说不？
文/方知 图/朱慧卿

部分督察人员接受超标接待
早餐每人每天128元，中餐、晚餐每人每天各200元；督

察结束后不向当地交纳伙食费，回单位后又报销领取伙食补
助……云南省环境保护厅部分督察人员在丽江进行环保督
察期间，接受超标准接待并违规报销，近期被云南省纪监委
调查核实，相关人员受到追责问责。

近些年，殡葬行业各类服
务价格居高不下，尤其是墓
地，涨幅甚至超过了房价，民间
不乏“死不起”的感慨。日前，
民政部公布《殡葬管理条例（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继
续推进以“实行火葬、改革土
葬”为核心的殡葬改革，建立基
本殡葬公共服务制度，坚持殡
葬事业的公益属性。这是
1997年颁布施行的《殡葬管理
条例》首次迎来“大修”。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不得
不面对的过程。殡葬作为民
生大事，在逝者体面离去的同
时不增加生者的负担，本不该

成为奢望。但殡葬行业近年
频频入选“暴利行业排行榜”，
已然昭示着殡葬服务本应秉
持的公益属性渐渐褪色。正
因为此，《殡葬管理条例》此次
修订更加明确了政府在完善
基本殡葬公共服务中的职责，
把强化公益导向作为修订重
点，而“建立基本殡葬公共服
务制度”的提出更是契合了

“逝有所安”的民众愿景。
殡葬费用之所以居高不

下，一方面是因为“薄葬厚养”
的观念并未得到真正普及，另
一方面则是因为殡葬行业带
有一定的垄断性质，而市场监

管普遍存在缺位。随着殡葬
改革的持续深入，禁止土葬、
提倡火葬在不少地方已成硬
性规定，然而，面对殡葬行业
畸高的收费项目，普通百姓的
消费很难“普通”得起来。根
据民政部此次公布的征求意
见稿，对遗体接运、暂存、火
化、骨灰存放、生态安葬等5项
基本服务项目，将实行政府定
价管理，免费提供给特困供养
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城
乡困难群众；对遗体化妆等与
基本服务密切相关的服务收
费，将实行政府指导价。这无
疑是对社会重大民生呼吁的

正面与积极回应。
需要指出的是，征求意见

稿在强调殡葬业具有公益属性
的同时，也提出发挥市场的作
用。征求意见稿要求，建立殡
葬服务规则，规范殡仪服务市
场。实行收费公示和明码标
价，将遗体接运、存放、防腐、整
容等直接接触遗体服务向市场
开放，同时建立准入制度加强管
理。那么，基于市场化殡葬服务
长期以来形成的打擦边球、监
管主体不明等沉疴积弊，后续
能否通过强化监督监管，完善
质量监督体系，倒逼殡葬管理
秩序回归正轨，依旧值得关注。

殡葬基本服务政府定价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