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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栏目自留地，
银行主业不相关。
散文诗歌和书法，
选稿真的有点偏。
年仅十岁发核刊，
于今已有数十篇。
公器私用已越界，
及时监管剑光寒。
文/方知 图/王铎

核心期刊成了主编父子“自留地”
近日，有学者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原党委

书记王松奇长期在其担任主编的《银行家》杂志开设“父子
集”专栏，刊发自己的书法和儿子王青石的文章，至今已有数
十篇。通过检索知网发现，王青石2006年首次在《银行家》
发表散文和诗歌时年仅 10 岁。王松奇还曾在该期刊发表

《爸爸的话》，推介儿子新书。主管单位回应：杂志全面整顿，
主编接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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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声明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
勿转载、摘编本报文字及图
片。如有侵权，本报保留法
律追究权利 。来稿一经本报
采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报
享有其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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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扫一扫看本报数字版

“严老，门铃声够响吗？
能听得到不？”“听得到，很清
晰。”近日，家住江苏苏州姑
苏区白洋湾街道的严水根在
志愿者的帮助下，终于完成
了一个“微心愿”——他家新
装的门铃赶在新年前响起。
原来，严水根是一位 90 岁的
独居老人，别人敲门他常常
听不见，换一个清楚的门铃
是他的一个小小愿望。社区
工作人员在新年走访中了解
情况后，将老人的这个“微心
愿”放到了路南社区的“红心
圆梦”墙上，很快就得到了认
领和解决。

小小门铃，是对老人心愿

的清脆回响，也是这个社会对
老人诉求的及时回应。小小
心愿的满足，让老人内心充盈
温暖。涓滴成海，社会的温
度，也正是这些小善举积聚而
成。认领每份小心愿，力所能
及地去达成，让每个文明的因
子都发挥出应有的价值，这种
向善的方式，激发出巨大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

春节将近，不少地方都
开展了对老人的慰问活动，但
大多是套路式的送米、送油。
虽然这种方式主观愿望是好
的，然而不问需求，会降低“送
温暖”的热度；不考虑当事人
的感受，难免抵消做好事的

效果。对老人来说，他们身
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
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
还是急事、难事。如果这些

“小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
决，就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生
活。送温暖只有贴近才有热
度，一厢情愿甚至作秀式慰
问，非但不能温暖人心，反倒
会制造疏离。

要让这种满足“微心愿”
的方式积聚大力量，关键在于
真正了解百姓诉求。不仅要
把关爱放在嘴边，更要放在心
上。只有了解关爱对象的需
要，爱心的抵达才不会走弯
路。只有关切了点滴心愿，才

能够从生硬的送钱送物，变成
真正关切他们的生活。作为
行善者，关爱才能够落在实
处，而不是表面。

而要为老人的微心愿圆
梦，既需要畅通老人表达愿景
的渠道，将触角深入到老人的
生活中去，也要为这些心愿提
供网络发布平台，让更多人关
注老人的生活，吸引更多的社
会力量来为老人共同圆梦。
只有把渠道畅通了，“微心愿”
才能被看见，关爱和被关爱才
能够实现无缝链接，温暖的输
送才会更加通畅。如此，小小

“微心愿”的常态满足，终将积
聚成向善的澎湃力量。

以微心愿凝聚向善力量

1 月 14 日，一份河北省
临漳县空气质量保障应急指
挥中心下发的文件引发关
注，当地居民质疑这份文件
禁止蒸馒头、炸丸子。对此，
临漳县空气质量保障应急指
挥中心负责人回应称，并非
不让老百姓蒸煮炸，文件未
表述清楚，已重新印发通知。

尽管通知中禁蒸馒头、炸
丸子的用意是不让使用木柴
和劣质散煤这些燃料，但仍然
无法让人们释怀。原因在于，
如今农村清洁能源还不够普

及，加之春节临近，谁家不是
又蒸又炸？在这个节点去“踹
人炉灶”，无疑让节日气氛降
了温。连馒头都不让蒸，还有
人间烟火吗？

当然，回到现实中也能理
解该县对空气污染治理的焦
虑，然而，这并不是当地“一刀
切”的理由。通过推广乃至政
府补贴，让农户认识到使用清
洁能源的好处，然后在循序渐
进中让他们主动放弃烧柴和
烧劣质散煤才是正道。（山东
淄博 王恩亮 58岁）

如今，趁春节假期出游，
已经成为了一些年轻人的新
选择。诚然，春节不见得非
得回到老家过年才叫过年，
每个人也都有自由选择如何
度过春节假期的权利。然
而，从家庭和谐来看，春节是
家人团聚的日子，年轻人也
要多考虑家中老人的感受。
如果选择趁假期出游，何不
选择与父母一起出游呢？

子女和父母一同出游，
一来可以避免两难的冲突，
既满足了出门看世界的愿

望，又可以多陪陪父母，鱼与
熊掌兼得岂不更好？二来还
可以趁外出旅游过年的机会
尽一份孝心，让父母感受到
亲情的温暖。

不只是出门旅游，其他事
情也可以带上父母。哪怕是
一起去看场电影，或者去街上
逛逛，都会给父母带去亲情的
温暖，让父母感受子女的关
心、爱护和孝敬。陪伴是最温
暖的抵达，总而言之一句话，
过年时别把父母忘在家里。
（浙江开化 廖卫芳 49岁）

莫让“一刀切”治理伤民心

别把父母忘在家

近日，《南京秦淮小吃评
价通则》新闻发布会在南京
举行，为首批秦淮小吃四星、
三星单位授牌，让秦淮小吃
有了统一评定标准。

近年来，秦淮小吃经营鱼
龙混杂，口味参差不齐，一度
让光鲜的“秦淮小吃”蒙上阴
霾，消费者吐槽声四起。同样
是“鸭血粉丝汤”，口味怎么差
得这么大？为了擦亮“秦淮小
吃”金色招牌，南京《秦淮小吃
评价通则》出炉，从经营场所
到加工制作方法，再到成品的
外形、口感等方面都设立了评

定标准，并根据分值来评星。
小吃制作因为门槛较

低，所以质量往往良莠不
齐。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
来，但因为不了解，吃到了品
质得不到保证的小吃，往往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为小
吃设立标准，有利于帮助吃
货们吃到更加地道、更加正
宗、更加味美的特色小吃，也
有利于督促商户不断提升水
平和品牌价值。为小吃定
星，让吃货不犯晕，也为商家
赋能，何乐而不为呢？（江苏
南通 胡建兵 55岁）

为小吃定星，让吃货不犯晕

用图片为内容增色

我很喜欢贵报参悟版的
“画里人生”栏目，它通过以漫
画和文字搭配的形式来讲述人
生道理。充满韵味的格言，再
加上诙谐易懂的漫画，使我对
其中的道理产生了更深刻的认
识，也更容易记忆。每次读“画
里人生”，我都犹如漫步在画
中，觉得人生的道路格外旷
达。亦更知警示自己，老了也
糊涂不得，应须正道直行。我
很喜欢这种形式，漫步画中，使
我活得更明白、更快乐。（黑龙
江牡丹江 秦连鸣 80岁）

编辑彭臻玉回复：我们
一直在谨慎地权衡文字与图
片的搭配，努力寻找一个平衡
点，让图片与内容相得益彰。
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多用
图，用好图，合理使用图片为
内容增色。

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感谢

春节期间，大多数人都全
家团圆，只有少数人牺牲团圆
的幸福，奋斗在岗位上。加收
服务费，是市场调节的必然，是
供不应求的结果，也是对劳动
者的肯定和尊重，无可厚非。
（网友“狂浪”）

这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
游戏规则，消费者过年愿意多
花钱买服务，商家满足市场需
求，劳动者收取合理报酬，乃
是市场博弈的正常结果，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网友“男儿当
自强”）

服务要提质，待遇要到位

如果服务水平还停留在原
来的水准甚至还不如原来的水
准，那么就不应该加收服务
费。春节期间营业，消费量必
然增加，利润也就增加了，故而
由假期加班而产生的人力成
本，理应由企业承担，而不是将
其转嫁给消费者。（网友“等候
5608”）

春节加收服务费，如果真
正用于员工，切实提高员工待
遇，消费者应当可以理解。但
如果公司假借节假日之名，加
收服务费来谋利，法理情理皆
不容，当坚决制止。（网友“蜀一
刚柔”）

明码标价最好有标准

春节消费加收“服务费”，
可以理解，但也要讲规矩。譬
如从价格来说，就必须“明码标
价”且尽到提前告知义务，有一
些事后抬价的行为确实让人不
太舒服。（网友“古道瘦马”）

春节期间服务加价可以理
解，但有些时候真的是贵得离
谱。虽然是市场经济，但有关
部门或协会最好也能够出台相
关的价格指导规定，规范市场
秩序。（网友“行者大爱”）

多加点“服务费”在情理
之中，但是相关部门应该加强
监管，避免高价“服务费”野蛮
生长，损害消费者利益。（网友

“林春”）

春节加收“服务费”要透明
叫个车、寄份快递、出去吃顿饭……春节期间，不少行业开始

加收服务费。对此，一些市民表示，春节期间明码标价式的涨价，是
对劳动者付出的肯定和尊重。但他们同时也对一些消费市场涨价
乱象感到心塞。对春节期间消费加收“服务费”，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