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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小区给业主发红
包”的新闻频出。1月26日，湖
北宜昌东山花园小区举行公
共收益回馈仪式暨发放启动
会，小区业主委员会将部分公
共收益以购物卡的形式发放
给全体业主，每户业主100元，
共计15万余元。钱虽不多，但
让业主感到很暖心。同在今
年 1月，湖南长沙市的金色比
华利、盛世荷园、鑫天山水洲
城等小区也相继给每户业主
派发了数额不等的新年红包，
可谓“羡煞旁人”。

在很多居民印象中，小区
业主向来只有交物业费的份，

从小区领红包、领年货这种好
事“想都不用想”。在新闻报
道中，给业主发红包的这些小
区，既有普通经济适用房小
区，也有中高档小区，他们的
共同之处则在于都是由业委
会牵头，利用公共收益为业主
谋福利，真正做到了账目透
明、取信业主、回报业主。

实际上，我国《物权法》早
就明确，“业主对建筑物内的
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
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
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
管理的权利”。换而言之，小
区公共收益应归全体业主所

有。但在现实中，不少小区的
业委会以及物业公司，很少主
动公开公共收益账目，比如电
梯和楼道广告收入、公共区
域停车费收入、架空层租赁
收入等，大多是一笔糊涂账，
更别提给业主分红了。再
者，有些小区业主自治能力
不强，业委会监督维权乏力，
导致小区配建的公共设施，
要么被开发商无偿占用，要
么被少数居民“圈地”，公共
区域的管理和收益问题基本
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两相对照，那些给业主
分红的小区无疑在自治方面

树立了可供学习借鉴的样
本。更进一步来说，从公共事
务治理的角度看，这种良性运
转的业主自治模式还体现了
社会学领域近年日益提倡的
善治理念。一个小区从自治，
到善治，实际上是寻求公共利
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这就要
求业主切实履行权利义务，业
委会要依法合规做事，最大
限度地协调居民之间、居民
与物业之间以及居民与政府
之间的利益矛盾，物业公司
要尽到“管家”之责，提供质
价相符的专业服务，最终合
力构建和谐小区。

给业主发红包彰显小区善治成效

温馨提醒

最近，不少读者反映信
件投稿不便（如书写有困难、
去邮局投寄不便、因寄送时
间较长导致稿件时效性不
佳）。为让广大读者便捷投
稿，我们扩充了投稿渠道，许
多版面右上角都公布了电子
邮箱和QQ群投稿渠道。当
然，您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
通过微信投稿，且可以是文
字、图片、语音等形式。微信
来稿也会比寄送
平信更容易获得
相应记者或编辑
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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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追究权利 。来稿一经本报
采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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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版、电子版等介质的出版
权、传播权；本报所支付的稿
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
费。 本报选登的部分文章和
图片，因作者地址和电话不
详，我们无法奉寄稿酬，烦请
作者联系我们。

盼社会多些理发义工
1月28日上午9时许，经营一家美发店的店主樊晓红

（上图左一），来到辽宁建昌县红旗街天福星养老公寓为这
里的老人们免费理发，让老人们整整洁洁过新年。樊晓红6
年前加入了建昌县爱心志愿者团队，逢年过节，她都会主动
到附近几家养老机构为老人们免费理发。

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加剧，高龄以及失能失智老
人愈发增多。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机构养老，这些老人的
基本生活需求其实和常人无异，但因为不便出门，诸如理发
这样的小事对他们来说却常常成了难以实现的“大事”，因
此，希望有更多像樊晓红这样有手艺的人加入到义工行列
中来，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辽宁建昌 李振声 64岁）

街谈巷议

征集
本栏目长期征稿，欢迎广

大读者在平时生活中拍下让
您深有感触的一幕，配以简短
的 评 论 ，投 稿 至 本 版 邮 箱
pingshuo@laoren.com，或加编
辑微信（18673167043）投稿。

最近，网上盛传山东滕
州市街头多名女性跪地爬行
的照片和视频。据报道，这
是某托管公司对未完成年底
业绩任务的员工进行处罚。
在接到群众举报后，当地警
方叫停了爬行行为，并对组
织者进行了批评教育。

在相关照片和视频中，领
头举旗的是一名男子，跪在
地上爬行的都是涉事公司的
女性职员。这种恶俗的惩罚
方式显然是对女性人格尊严
赤裸裸的侮辱，已经涉嫌违

法。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员
工确实没完成业绩，管理者
也理应通过扣罚奖金等手段
来达到警示目的，而不能付
诸跪地爬行这种野蛮行径。

我退休前曾长期从事人
事管理工作，深知企业文化的
内涵在于健全完善的企业制
度、健康向上的价值准则，核
心诉求是以人为本。对于某
些企业动辄对员工施以体罚
和人格侮辱，却美其名曰“狼
性管理”的做法，我向来嗤之
以鼻。（北京 刘曰建 80岁）

租友过年不是个好主意
据《新京报》报道，春节

一天天临近，为了应付家人
催婚的租友市场，再次“火”
了起来，各大社交平台相继
出现租女友、租男友的相关
信息，租友网站、租友APP也
火热起来。然而在众多受访
者中，多数人都有过被骗定
金、路费的经历，相关的报道
也时常见诸媒体，一些租友
平台甚至暗藏色情服务。

虽然租友行为并没有被
法律明令禁止，但无论从租
友者的出发点来看，还是从
实际效果来看，这都不是一个
应付家长逼婚、催婚的好主

意。这种“善意的谎言”，表面
上看是子女试图通过劳务雇
佣来消弭代际冲突，但此类建
立在欺骗基础上的情感代偿，
终究不过是“假药”，难以治“真
病”。诚如有父母所言，“租友
能应付一时无法应付一世”。

当然，要想解决这一问
题，少些租友过年的闹剧，既
需要子女经常与父母沟通，
袒露心声，向父母说明自己
在情感方面遇到的问题，有
何规划，也需要父母对孩子
多些了解和理解，不要寄望
于逼婚就能解决矛盾。（湖南
常德 戴先任 53岁）

体检“神器”不能缺监管
说到体检，大家首先就

会想到去医院抽血、拍 X 光
片等一系列检查。然而，最
近一些商场内出现了一种智
能筛查机器人，号称用两分
钟的时间就能检测出身体70
多种健康指标，这是真的
吗？据媒体调查，这种“体检
神器”并不靠谱。

正如医生提示，这类体
检“神器”只相当于一种用于
提示身体亚健康的“玩具”，
所谓“大数据”得出的结论不
可轻信，任何涉及健康的指
标，特别是人体成分含量的

指标，最精准的还是血液生
化的检测分析。针对目前此

“神器”不靠谱的现状，相关
部门当加强消费警示，引导
公众谨慎看待检测结果，同
时对设备安全性、可靠性、科
学性进行严格验证和管理。
于运营者而言，须做好提示，
以避免误导受众。尤为重要
的是，这个近似于玩具、医疗
器材、推销道具等混合角色
的“神器”，亟待相关职能部
门依法介入管理，从而为公
众构建可靠的消费环境。（河
北保定 杨玉龙 50岁）

企业文化当以人为本

春节来临，卖场、超市里银
发族非常多。老年人虽不是购
买力最强一族，但购买频次不
输于其他群体。可目前不少卖
场对老年人有诸多不便，比如
标价牌字体过小，货架过高，结
账排队久，累了没有地方休息。

在日本东京、奥地利维也
纳都有专门为 50 岁以上老人
服务的购物场所，我觉得我们
也 不 妨 借 鉴 设 立 。 这 些

“50＋”超市，替老人想得特别
周到。比如，货架间设有靠背
座椅；购物推车装有刹车装置，
后半截还设置了一个座位，老
人累了可以随时坐在上面歇
息；货物名称和价格标签比别
的超市更加醒目；货架上还放
着放大镜。在老年人居多的社
区，不妨鼓励设立“老人超市”，
这也是敬老的一种方式。（北
京 吴敏 65岁）

保健品警示语应有硬性规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

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为进一步
规范保健食品标签管理，便于
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和药品的
区分，今年将研究借鉴烟草标
签管理方式，在保健产品标签
显著位置标注“保健食品不具
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本品
不能代替药品”等警示语。

实际上，2015 年修订的
《食品安全法》就规定，保健食
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
病预防、治疗功能，并声明“本
品不能代替药物”。不过，由于
相关规定并未强制要求这些说
明和警示语要出现在什么地

方，占多大位置，用多大字号，
从而导致一些保健食品厂商往
往把这些关键的消费提示印在
说明书最不起眼的地方，字号
也很小，根本起不到警示作用。

相比之下，根据我国烟草
专卖法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对卷
烟包装标识的相关规定，香烟
包装上必须标注焦油含量和

“吸烟有害健康”字样，警语标
识面积规格为不小于 35%。
有了这样的硬性规定，烟草企
业就只能“乖乖就范”，把香烟
消费警示落到实处。这样的做
法值得在保健食品领域借鉴推
广。（辽宁大连 陈永江 65岁）

不妨开设“老人超市”

窥世象窥世象图

板蓝根是否人人适用
贵报1月24日健康版刊

登《板蓝根适合预防治疗早期
流感》一文，而此前一些文章
指出，感冒也分好多种，那板
蓝根是否对所有感冒都适
用？（山东德州 王海岚 70岁）

编辑刘惠回复：您说到的
这篇文章重点在于强调板蓝
根的药物功效，事实上，板蓝
根颗粒只是众多流感治疗方
药中的一员，而单靠具有一定
抑制流感病毒作用的板蓝根
或其他类似药物，都是很难完
全达到预防作用的。经咨询
中医专家，板蓝根颗粒性味苦
寒，能清热、利咽、解毒，主要
用于治疗流感中“风热”类型
的病证，尤其适宜于发热、咽
喉肿痛、舌质红、口渴的“实热
证”，而且需要与银翘散，或桑
菊饮、麻杏石甘汤等方药合
用，才更能发挥其清利咽喉、
解热解毒的作用。如果患者
表现为恶寒、头痛身痛、鼻塞、
流清涕，多属“风寒夹湿”类，
就不适用板蓝根。此外，如果
脾胃虚弱之人误用了苦寒的
板蓝根，还会发生败胃伤脾致
泻的副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