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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观察河河

“没想到民警会亲自动手干，
还将我和楼上邻居矛盾调解好
了。”10月18日，瀍河区杨文社区
74 岁的冯阿姨拨打本报热线
（18837996211）向社区民警叶军
桥表示感谢。原来，冯阿姨楼上
邻居装修造成房屋漏水已近两
年，一直没有解决，叶军桥知道后
多次调解，并自己买来涂料，将受
损房屋重新粉刷一遍。（10月20
日《大河报》洛阳新闻）

看起来这是警民关系上一个
“微不足道”的小花絮，楼上居住
的老人因房屋装修导致下水管道
破裂，污水渗透了楼下同样居住
老人的屋顶墙面，因为缺乏沟通，
加上都是年老体弱上下不便，没
有再维修，两家几十年的老邻居
出现隔阂，极少上下走动。一个
电话，社区年轻民警就找上门来，
先是帮助两家调解，而后又自掏
腰包帮助维修粉刷，渗水问题解
决了，两家的矛盾隔阂也在社区
民警的调解下完全化解消除，就

连楼上年过8旬的老人张先生都
不由得感慨：“我今年80岁了，让
我从心底服气民警的事不多，叶
军桥虽然年轻，但我从心里感谢
他，更佩服他。”

其实，“有困难、找警察”，不
仅是警方对群众的庄重承诺，也
彰显出群众对人民警察的充分信
赖，只是这些年，由于社会环境的
变化和某些“害群之马”的影响，
警察在人们心目中的光鲜形象稍
有“褪色”，再加上警察本身公务
繁重，一般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克
服的困难，很少再去“惊动”警察，
尤其是社区民警，一个民警所管
辖的范围少则上千，多则上万人，
如果凡事“有困难，找警察”也很
不现实。但近年来却不难发现，

“有困难、找警察”的不仅逐渐增
多，民警的作风也在悄悄发生转
变，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求必应、有
难必帮。

这两家老人，为了一水管漏
水问题，30多年的老邻居出现“关

系危机”，居住楼下 74 岁冯女士
只是按照社区“警民联系卡”给社
区民警叶军桥打个电话，在详细
了解情况后，小叶民警第二天就
登门解决，“不能因为这点小事破
坏了 30 年的邻居关系。”民警小
叶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群众利益无
小事的“大道理”。

人们把警民之间的关系喻为
“鱼水之情”，这并不都是靠惊心
动魄的大要案侦破或是打击犯罪
的神勇来彰显，更多时候，尤其是
在社会稳定和谐的环境下，警民
关系的“鱼水之情”往往是由警民
之间彼此一点一滴热情奉献汇聚
而成，社区民警小叶的行为，不只
是体现在他个人身上的从警为
民，更是绝大多数社区民警的一
个缩影，老人发自内心感谢小叶，
更佩服小叶，何尝又不是大多数
群众对警察队伍共同的赞许？社
区民警队伍中有更多小叶这样的
警察，社区又如何不邻里和睦，秩
序井然？

警民情义来自点滴凝聚
□朱永华 谋天下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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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微微

10月19日，武汉光谷步
行街及光谷国际广场附近四
个学生扮铜人提倡“读书有
用”，其中两个身着现代学士
服，两个身着古装，引来众多
路人围观。网络上也随之展
开了关于“读书有用”与“读书
无用”两路观点的讨论。（图为
装扮成铜人的学生拉出“读书
有大用”的横幅）

知识改变命运曾是寒门
子弟笃信的励志名言，然而当
上大学的成本越来越高，读书
逐渐变成了“赔本买卖”的时
候，“知识改变命运”演变成

“读书无用论”也就不足为奇
了。然而读书从来不应该用

“有用”或者“无用”来衡量，读
书的目的在于陶冶性情从而
感受到生活之美，而功利化地
读书让读书异化成人们获取
利益的工具，这种功利化阅读
是值得警惕和深思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伴随生活节
奏的加快，人们工作压力增
大，相关资料显示，国民有阅
读习惯的人只有 5%，每年用
于购书的费用人均不足40元，
国民阅读率不高已是不争的
事实。以“有用”来衡量读书
虽然有失偏颇，但以铜人行为
艺术的方式来唤起人们的读
书热情却非常有现实意义。

陈祥 文 图片来自网络

扮铜人提倡“读书有用”

一则“住建部、财政部、人民
银行三部门发文取消公积金贷
款部分收费项目，洛阳啥时候能
取消这些费用？”的帖子引发市
民讨论。那么，在洛阳办理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需要缴纳
保险、公证、新房评估和强制性
机构担保等收费项目吗？（10月
20日《大河报》洛阳新闻）

在笔者看来，办理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没有保险、公
证、评估费，只需缴纳担保费，这
些还远远不够。在一些城市已
拓宽公积金使用渠道的情况下，
群众更期待住房公积金使用能
多点“民生味”。

所谓拓宽公积金使用渠道，
就是允许因患重大疾病（含直系
亲属患重病）、因子女上学造成
家庭经济困难或其他实际困难

的当事人提取公积金。显然，拓
宽公积金使用渠道，更有利于疏
导缴费者的合理需求。

一直以来，由于走正规渠道
提取不了公积金，致旁门左道滋
生，现在非法套取住房公积金在
很多地方已成为半公开地下产
业，不仅街头“提取公积金”广告
屡见不鲜，网络上也很容易搜到
理财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帮助
缴存人套取公积金的信息。提
取金额30万元以上，手续费一般
为 10%，提取金额 10 万元左右，
手续费高达17%。套取成本如此
之高，就在于公积金支取设限太
多，提取、使用渠道不畅，最终吃
亏的还是老百姓。

事实上，拓宽公积金使用
渠道，也提高了公积金使用效
率。住房公积金在法权上是个

人财产，这就要求无论是在制
度治理结构、运行机制，还是在
具体管理与操作上，必须以持
有人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使
之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
不是闲置一隅。特别是在以人
为本、民生为重的执政理念下，
城市居民得了重大疾病，面临
生命威胁和生活困难又缺钱治
疗、救急，而政府专项救助资金
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允许购房
或是建房的专用公积金用来治
病和渡过生活难关，合情合理，
实属利民惠民之举。

实践证明，拓宽住房公积金
使用范围较好弥补了公积金制
度设计的缺陷，还原了住房公积
金的社会保障性质。期待拓宽
公积金使用渠道，尽快提上改革
议程。

盼住房公积金多点“民生味”
□武海义

□苑广阔

本月底，我国芯片银行卡的
使用将告别“刷”卡转向“插”卡，
明年将逐步停止新发磁条银行
卡。银行卡换“芯”正在加速，然
而全国银联磁条标准卡存量达
34.42亿张，如此浩大的换“芯”
工作该由谁买单？应当怎样推
进？（详见今日本报A15版）

在安全性能上，芯片卡具有
磁条卡无可比拟的优势，而这也
正是目前银行卡客户最为需要
的。既然如此，而且目前全国
POS机和ATM终端支持芯片卡
的 改 造 率 分 别 达 到 99.6% 和
99.5%，芯片卡的运用环境已经
基本具备，为什么还不采取银行
卡换“芯”行动，让全国亿万消费
者用上安全放心的芯片卡呢？
实际上不管是银行还是消费者，
都有银行卡升级的愿望，问题的
关键在于谁来为换卡费用买单

上。目前芯片卡的成本每张8到
10元，是磁条卡的10倍，而全国
34 亿张存量磁条卡要换成芯片
卡，成本将数以百亿元计。

银行方面认为，卡是消费者
在用，升级换卡受益的也是消费
者，所以理应由消费者为换卡成
本买单。表面上看这种观点很
有道理，但消费者却未必也这么
认为。一方面，部分消费者觉得
换卡本来就是给自己添麻烦，如
果要收费，就没啥主动换卡的动
力了；另一方面，安全是金融支
付的生命线，没有安全一切都是
空谈，那么银行卡换“芯”正是为
了堵住旧款银行卡的安全漏洞，
成本理应由银行来承担。更何
况，很多消费者觉得银行每年从
银行卡客户这里获利颇丰，换卡
升级应该是银行服务客户的一
部分，怎么能让客户出钱呢？

其实当银行在为谁来为银
行卡迈进“芯”时代买单而斤斤
计较的时候，可能忽略了很重要
的一点，那就是根据现在的司法
实践，当消费者因为复制银行卡
等违法犯罪行为遭遇金融诈骗，
损失钱财的时候，法庭一般会判
决银行承担主要的，甚至是全部
的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银行免费为消费者换“芯”卡，也
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负责，所以换
卡的费用，理应由银行来买单。

不管怎么说，银行卡从磁条
卡到芯片卡已经是大势所趋，不
管是银行还是消费者，都应该对
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如果本
着换卡对双方都有利，所以应该
由双方共同负担成本的原则，上
级有关部门也应该尽快确定双
方各自应该承担的成本比例，推
动换“芯”升级工作的尽快展开。

谁来为进入“芯”时代的银行卡买单

一边是政府部门在街头
张贴的征迁通告，一边是环卫
工人在忙于清理，这一幕出现
在河南郑州市农业路沿线。
征迁部门说，这是他们的工作
职责；环卫部门说，乱张贴属
违规，环卫工人是在严格履行
环卫考核制度。

篱菊麓殇：责任方为政府
相关部门。尽管向公众公示
政府公告是没有问题的，但错
就错在所选取张贴位置没有
符合规定。只有落实好自己
的各项管理制度，才能够带动

群众更好地执行。希望今后
在向公众尽到告知义务的时
候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
方式。

辽王海臣：此事看似为职
责争理，实为“扯皮”。这类现
象哪儿都有，屡见不鲜。征迁
部门虽在履行职责，但乱张贴
确有不妥，应设置固定的宣传
橱窗；环卫部门虽坚持原则，
但将政府征迁通告混同于小
广告也不对。关键是部门之
间缺乏沟通协调、各行其是所
造成的。

环卫工撕政府征迁通告

近日，国务院发文将全民
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提
到：倡导每天健身一小时，鼓励
单位为职工健身创造条件，推动
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等。

小猪尤思远：公共体育的
滞后，其实与目前体制下体育
项目的单一化、枯燥化有很大
关系，比如我想学攀岩、滑雪
等，没场所没专业教学，费用
高昂，只能去简陋的篮球场打
球。提升体育项目的趣味性、

普及性以及受众需求性很重
要，说白了，我对什么感兴趣，
就能找到消费得起、有保障、
有学习且容易执行的体育活
动项目。

扑嗵同学：健身其实不
用讲什么客观条件限制，只要
有意识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想
到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是现
在快节奏的生活和压力让很
多人都没有意识去想这些，所
以用多种引导方式去增强大
众的健身意识才是关键！

国务院发文推进全民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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