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往今来，关于父母溺爱孩子的事儿不
绝于耳。远的不说，从发生在当今的一些事
儿来看，依然让人无比忧心：26 岁的朱小姐
去年结婚了，但朱小姐的妈妈每天早晨依
旧帮女儿穿袜子；某香港女星为拉近与女
儿的感情距离，竟然带着 14 岁的女儿在马
路上玩飙车，引发无数网友热议；还有，都
上大学了，还要把衣服快递回家让父母洗
等等，不一而足。

父母可以照顾孩子一时，还能管得了孩
子一世？可能会有人说，现在的孩子基本上
是独生子女，孩子少了，独苗一个，就显得非
常娇贵，当父母的岂能让他们吃亏，而且唯
恐孩子发生意外；可能会有人说，孩子学习
成绩好就是有出息，至于其他的生活细节，

就不必过分要求；也可能会有人说，树大自
然直，总有一天孩子会长大懂事；甚至会有
人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眼睁睁看
着我的孩子受委屈……

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护原本没错，但爱得
过度就会成为伤害。由于溺爱孩子，以至于
孩子不懂得体恤别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不
知道怎样解决困难、面对压力，很少在意别人
甚至自己父母的感受，遇到困难就躲避，难
以独立。他们觉得，摔倒了自然会有人把他
扶起来，对家长总有依赖思想。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难怪一些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仍旧
在家啃老，一旦感觉和同事不好相处时就辞
职，甚至采取极端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这
些，虽为个例，却可以从中看到过分溺爱所

造成的严重后果。其实，孩子性格的养成重
在平时，如果家长平时不注重培养孩子的独
立性，孩子何时才能独立起来呢？

独立意味着遇事有主见，不依赖他人，
单靠自己就能处理事情，积极主动地完成各
项实际工作，它伴随着勇敢、自信、认真、专
注、宽容、责任感和不怕困难的精神。独立
性的培养必须从小抓起，让孩子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习惯影响人的一生。譬如，放手
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让孩子自己去安
排生活，让孩子自己主动去寻找问题的答
案，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孩子经受必要
的挫折磨砺等。

孩子是自己的，也是社会的，他们的
健康成长，既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也

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
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梁启超的这段话，对于许多望子成龙的家
长来说，确有现实意义。许多家长希望把
自己的所有都给孩子，以为这样孩子就会
有一个 美 好 的 明 天 ，岂 不 知 捧 着 长 大 的
孩 子 更 容 易 成 为 未 来 的 失 败 者 。 因 此 ，
培 养 孩 子 的 独 立 精 神 ，教 会 孩 子 生 存 的
本领，学会如何面对困难、面对挫折，如何
为人、如何处事，才是他们走好人生道路
的必要条件。

“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家
长，请你们舍得放手，该放手时且放手，让孩
子做最好的自己！⑦5

“青少年教育新观察”系列话题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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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放 手 时 且 放 手
□赵慎珠 豫东某村有兄弟三个，在母

亲坟前花钱表孝心。今年 2月 14
日，农历正月十五晚上，三兄弟购
买了价值 3000元的烟花，在已故
多年的母亲坟前燃放，并许诺今
后每年这天晚上都会如此燃放。
可是，村民们都知道，他们的母亲
生前是个非常简朴的人。

生前不孝，死后哭闹，确实是
多年来农村存在的现实问题。如
豫东某县一青年，因建楼房而遭
到远亲近邻的唾弃。原来，该青
年是个不孝之子，其父母得病三
年，他以家中没有钱为由，不尽
孝不及时为父母治疗。在母亲
病故后第十天，其父亲也含恨去
世。父亲去世半个月，他便花了
近 20 万元历时 70 多天建起一座
两层楼房。

千百年来，《拉荆笆》的故事
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这个故事
说的是，古代有一对年过半百的
夫妇，看到自己的母亲年老无用
了，就用荆条编成了一个荆笆，把
母亲放在上面，拉着丢弃到了荒

野。没想到，年幼的儿子把荆笆
又拉了回来。该夫妇不解地询问
原因，儿子回答说：“等将来你们
老了，不中用了，我也用这个荆笆
把你们拉到荒野。”

时下，在豫东许多农村，人们
都知晓两句顺口溜和一首《喂儿
歌》：“儿子好房孙住楼，爷爷奶奶
住村头。”“隔墙看见儿喂儿，想起
当年我喂儿。今日我儿来饿我，
来日我孙饿我儿。”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是每个人应尽的本分。“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应成为每个人
做人的准则。终有一天，所有人
都会变老。父母爱子女如大海，
子女岂能孝父母如雨点？“百善孝
为先”。孝心不能等待。尊老爱
老，当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同时，希望各级党委、政府结
合“道德规范进万家活动”，在农
村广泛开展孝道文化教育活动，
让尊老爱幼的文明之花遍地开
放，让“薄葬厚养”之风吹遍城
乡。⑦5 （鹿邑县 李现理）

1月 3日，本报刊发了洛宁县
城居民“县委附近污秽多 呼吁尽
快建公厕”的来信。近日，洛宁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致函本报，对
该来信作出回复。

来函称：2013 年，为完善城
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洛宁县委、
县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加大公厕建设力
度，经规划部门规划在县城新建、
改建公厕 11处。截至目前，已新
建、改建公厕 11 处，具体改造了
东游园、西游园、烈士陵园、财政
局东侧 4 处公厕，新建老大张量
贩西侧、大石头西就业中心、老城
二中门口 3 处公厕，福宁大道安

装 3 座移动公厕，正在建设新一
高东北角 1处公厕。随着这些公
厕的建成投用，将会逐步解决群
众如厕难问题。

群众反映的县委大门东至寺
沟桥段位于北凤翼路上，此段是县
城主城区，建筑比较早，且建筑密
集，无法设置公厕。目前，距县委东
200米处路南西关菜市场内设置有
公厕。下一步，我们将积极采取措
施，想法解决群众如厕难问题：一是
在北凤翼路路口设置3块公厕指示
牌，引导群众到中医院、妇幼保健
院、西关菜市场公厕如厕。二是协
调市政管理局延长菜市场公厕使
用时间，缓解群众如厕问题。⑦5

盼望劲吹“薄葬厚养”风

洛宁县采取措施解决群众如厕难

好媳妇撑起多难的家
董风铃在太康县农业局农民科技培训中心居住，长期伺候卧床不起的丈夫已

经 10多年了，她靠微薄的收入撑起了一个多难的家。
1998年董风铃经人介绍，与培训中心复合肥厂职工袁保平结婚，由逊母口镇

北村嫁到这里。
袁保平 5岁时，患过强直性脊柱炎，婚前曾做过手术。结婚后，他们添了一个可

爱的“千金”，生活过得还算幸福。不料，没过多久，袁保平因企业倒闭而下岗，每月仅
有 240元生活费。由于病情复发，2005年至 2012年袁保平先后做了四次手术。目前
袁保平的四肢已经萎缩变形，生活不能自理，由于手术后尿神经受损，小便失禁。

董风铃每天为丈夫端屎接尿、洗涮按摩，在精心照顾丈夫生活的同时，她不得
不打零工、开小卖部挣钱给丈夫买药，供孩子上学。袁保平曾多次劝她：“咱们离
婚吧，你再找个人家，我不能拖累你！”可董风铃说：“既然咱们结婚了，有你在一
天，我就守候你一天！”

为了治病，袁保平先后花去医疗费 13万元，除了医保报销 4万元外，其余全靠
父母和亲戚接济。屋漏偏遇连阴雨，当袁保平准备第五次住院做手术时，他的母亲
又瘫痪了……好媳妇大爱之心受人敬，还望社会各界帮帮好媳妇！⑦5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图① 女儿的一张张奖状贴在墙上，让他们夫妻心里很高兴。

图② 面对常年卧床的丈夫，董风铃显得很无奈。

图③ 董风铃正在给丈夫穿衣。

图④ 丈夫下床要在腰上带撑架。

图⑤ 培训中心平时人少，她的小卖部生意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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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7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 2013
年度《普惠金融报告》和《社会责任
报告》。

该份《普惠金融报告》作为中国
银行业首次以普惠金融为主题编制
的专项报告，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
面都极具创新性。报告以普惠金融
概念为切入点，系统地梳理了国内
普惠金融领域的理论发展和邮储银
行的实践历程，着重介绍了邮储银
行在服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中
小企业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总结
了各级分支机构总结的实践经验。

该份《社会责任报告》主要包括
民、善、众、泽、容五个篇章，重点介
绍了邮储银行践行普惠金融、改善
客户服务、关注员工成长、推进绿色
金融、热心回馈社会方面的积极实
践。报告编写从利益相关方的期望
和诉求出发，报告了重点议题的筛
选机制，并首次以“社会关注”、“邮
储银行回应”的方式清晰地阐述了
邮储银行在 2013 年针对重点议题
所开展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报
告除参照银监会、银行业协会相关
意见指引外，还对照了《全球报告倡
议组织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的最
新标准（GRI4.0），进一步增强了报
告的实质性和专业性。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董事长李
国华表示：“邮储银行通过成立七
年来的积极实践，已经初步探索出
了一条大型零售商业银行在开展

普惠性金融业务和追求商业可持
续之间平衡的特色发展之路。”

邮储银行在成立之初就被赋予
了普惠金融的责任和使命。2007年，
根据国务院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安
排，邮储银行在改革传统邮政储蓄管
理体制的基础上挂牌成立。国务院
提出，邮储银行应与其他商业银行形
成良好的互补关系，充分发挥网络优
势，完善城乡金融服务功能，面向普
通大众，特别是为城市社区和广大农
村地区居民提供基础性金融服务，支
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邮储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
务社区和服务中小企业的市场定
位，天生就具有发展普惠金融的基
因和优势。成立七年来，邮储银行
积极填补金融服务空白、扶持弱势
群体发展，逐步建成了网点最多、覆
盖面最广、离“三农”和社区最近的
大型零售商业银行，为城乡居民提
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有
效缓解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不足的
问题，成为普惠金融服务的中流砥
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展
普惠金融”，这对长期以来一直倡导
并积极践行普惠金融的邮储银行而
言，既是鼓励，也是责任。邮储银行
将继续坚持走普惠金融和商业可持
续发展的道理，致力于让金融服务

“普之城乡，惠之于民”。
截至 2013年底，邮储银行累计

发放小额贷款 8100多亿元，解决了
近 800 万农户家庭融资问题；累计

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近 2万亿元，支
持了 1200 多万户小微企业的经营
资金短缺困难,成为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的新生力量。

截至 2013年底，邮储银行个人
贷款余额为 8496亿元，居国内银行
业第六位。其中，个人经营性贷款
余额位居同业第三位，个人消费类
贷款余额位居同业第七位。

邮储银行积极实施“一小一大、
以大促小”的特色化经营策略，在践
行普惠金融责任的同时，实现了商业
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从“小”处入
手，充分发挥深入县域、扎根农村的
独特优势，将小额贷款作为长期、核
心的战略业务，并逐步向上延展客户
群体。二是积极向“大”处挺进，集中
总部人员力量，切实发挥专业优势和
风控管理优势，通过资金集中统一运
用，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基础设施、基
础产业等重点领域建设。

目前，邮储银行已初步形成了
以零售金融、普惠金融为主体，以
公司金融和金融市场业务为“两
翼”的“一体两翼”全功能商业银行
的经营格局，通过各类业务的相互
配合、协同推进，实现了普惠金融
的商业可持续发展。

知行合力
践行普惠金融

自成立以来，邮储银行积极践
行普惠金融理念，坚持服务“三农”、

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业的市场定
位，现有营业网点 3.9万多个，其中
70%以上分布在县域地区，有效缓解
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

邮储银行在总行、省分行层面
组建了三农金融部，在基层支行组
建三农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将支农
服务组织架构覆盖全国，引入非传
统抵质押物，创新涉农小额贷款产
品，积极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
断加大对“三农”金融的服务力度。
截至 2013年底，邮储银行涉农贷款
余额为 3882亿元，年增速近 107%。

邮储银行积极落实国家关于金
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要求，从组
织机构调整、创新金融产品、升级服
务模式、搭建服务平台等维度，全力
助推小微企业成长。2013年，邮储
银行在总部和一级分行设立了小企
业金融部，通过 3.5万人的专业信贷
队伍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
小微企业产品研发方向从“重抵押”
调整到“弱担保”，由原来的“不动产
抵押贷款”向“非不动产抵押贷款”
升级，满足了不同行业小微企业的
多样化融资需求；连续四年举办针
对小微企业的创富大赛，最大限度
提升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实效。

邮储银行依托遍布城乡的线上
线下网络优势，真诚服务社区发展，
用心做好养老金服务，积极代理公共
缴费，大力支持消费信贷，切实推进
金融 IC卡应用，不断创新各类产品和
服务，发挥金融在提升百姓生活幸福

度中的积极作用。截至2013年底，由
邮储银行提供养老金代缴代发服务
的累计人数为9324万人，其中代缴养
老金累计人数为3033万人，代发养老
金累计人数为6291万人。

回馈社会
履行社会责任

邮储银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持续完善客户服务体系建设，延伸网
点服务覆盖范围，大力拓展电子渠
道，以规范专业“线下”服务、高效便
捷“线上”服务努力提升客户体验。
特别关注特殊群体金融服务，进一步
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不断提升
客户服务满意度。邮储银行依托遍
布城乡的网络，充分利用互联网技
术，拓展线上线下服务网络，建成了
包括 5.6万多台 ATM、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电视银行在内的电子交易渠
道，并积极利用社交平台推出微信银
行、微博银行、易信银行，打造多样化
的电子金融服务渠道，电子银行客户
规 模 达 到 8500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60%。邮储银行系统运行质量继续
保持行业领先水平，2013年跨行交
易成功率达 99.8%，继 2011年、2012
年之后，连续第三年在全国性商业银
行中排名第一。

邮 储 银 行 始 终 坚 持“ 以 人 为
本”的理念，严格执行国家各项法
律法规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持续推
进教育培训管理，构建长效培训体

系，打造多元化职业发展平台，关
注员工身心健康，关爱女性及困难
员工，努力为员工营造良好工作氛
围的同时，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发
展。邮储银行从 2009 年开始率先
招聘转岗大学生“村官”进入邮储
银行系统工作，从事金融支农工
作，五年累计招聘 3290 多名，充分
发挥他们了解农村、熟悉农业、对
农民有感情的特有优势，培养他们
成为金融支农的排头兵。

邮储银行秉持可持续发展理
念，持续推进绿色信贷发展，大力
实施绿色信贷标准，严格执行“环
保一票否决制”；积极践行绿色运
营，努力降低自身办公能耗；开展
绿色环保公益活动，各级机构组织
员工广泛参加义务植树、骑行环保
等公益活动，为促进社会的生态文
明建设贡献力量。截至 2013年底，
邮储银行对环保及节能减排项目
的贷款结余达到 426亿元。

邮储银行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
事业，以多种方式参与公益实践的同
时带动公众公益意识的提升。坚守
合规经营底线，强化措施遏制各种形
式金融犯罪，深入社区将金融知识带
给千家万户，在创造和谐共融的社会
氛围中发挥积极作用。2013年，除
员工个人捐赠外，邮储银行公益捐赠
达1271万元。

针对下一步工作，徐学明表示：
“邮储银行将创新发展模式，转变发
展方式，探索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新

路。日前，人民银行出台了《关于做
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
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邮储银行将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创造性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和《指
导意见》，坚持‘宜场则场、宜户则户、
宜企则企、宜社则社’的原则，加快推
进小额贷款升级，创新产品体系；简
化审贷流程，提高服务效率，确保客
户合理信贷需求及时得到满足；大力
支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强化金融支持，促进农业规模化、产
业化发展；加快推出多系列新产品，
并在试点的基础上尽快推广普及。
邮储银行还将创新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模式，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发挥
网点优势，助推城镇化建设；拥抱互
联网金融，拓宽普惠金融服务渠道。”

据悉，截至 2013 年底，邮储银
行资产规模已达到 5.58万亿元，位
列中国银行业第七位。资本利润
率、利润增长率、不良贷款率、拨备
覆盖率和经济利润率等关键指标
已达到同业优良水平，大型知名评
级机构对邮储银行的主体信用评
级和债券信用评级均为AAA级。

邮 储 银 行 行 长 吕 家 进 表 示 ：
“未来，邮储银行将继续充分利用
服务网络等优势，积极服务国家战
略导向和政策要求，全力以赴为国
家承担普惠金融责任，坚定不移地
走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发展道路，打
造‘升级版’的价值银行、责任银
行、普惠银行”。

邮储银行：践行普惠金融 履行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