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生病全家齐出动
大河网网友“木子花开”

父亲这次生病，我们全家老少齐出动。兄妹
五人分工合作，协调配合。已经退休的大哥几乎
全天侍候在旁，真正发挥长子至孝风范。我们几
个还在上班的，能请假的请假，不能请假的，也是
下班后立刻赶来。连父亲都知足地说，这几个孩
子都很孝顺。在老人有病的时候，传统多子多福
的观点，显得很有说服力。

通过这几次陪护老人的经历，我深深感到，
护理一个病人，真的不容易。我的大哥，有一次
就是照料老爸，自己的高血压也犯了，不得不爷
俩同时住院输液。

我们的父辈，多半都有几个孩子，而我们大
多只有一个孩子，如果身患重病，孩子的压力可
想而知。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乐观对待，先将
自己的身体养得棒棒的再说。

忘不了老人感激的笑意
大河网网友“琅琅的诗歌”

养老院藏在一个街道的深处，不远处是本市
的闹市区。我是去看望亲戚的。这对老夫妻子
女众多，生活条件都还不错，但据说都忙得没时
间，就将这对老夫妻送进了养老院。

进了一楼亲戚的房间，他正呆滞地坐在床沿
上看电视，见我进来了，缓缓地扭过头来，目光在
我身上聚焦了半分钟，把我认出来了，脸上顿时
露出了高兴的神色，还撑着身体站了起来，让我
陪他上二楼看看他的老妻。

老太太所在的算是特护病房。两位老人关
心地问着我的近况。忽然间她扭头找陪护员，叫
了两声，陪护员在那个屋应了，却过不来。原来，
她一个人要照顾五六个人。知道老太太要小便，
我抱起她，她对我感激地一笑，那一笑里的凄凉，
让我瞬间就落下泪来。

我忘不了那个冬夜，离开那幢黑暗的楼，转
弯看见通明灯火的闹市时的心境，和老人那抹感
激而凄凉的笑意。

示范园区里能享受啥服务
大河网网友“悠嘻欢乐”：示范园区里都能享

受哪些服务，是我最关心的。在养老产业示范园
区，能不能每天有人陪老人说说话？年纪大难免
有点慢性病，能不能像疗养院一样，接受良好的
康复治疗？

大河网网友“五环之歌”：要让我把老爷子送
进养老机构，这里必须得有专业的营养师，给老
人量身定制健康食谱，有足够的护工，可不能像
大医院的护士一人管好几十床。

档次高了普通人住得起吗
@雨点叮咚：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有的甚

至是要几年才能排上号；民办养老院，要么收费
昂贵，要么位置偏远，要么条件恶劣。养老院档
次提高了，普通人还能住得起吗？

大河网网友“四季春风”：养老社会化，是大

势所趋。机构养老越来越凸显支撑作用，但老人
不一定有购买服务的能力，即“刚性需求”不等于

“有效需求”。要高度重视机构养老多模式，特别
是公建民营福利化养老模式的发展。

办养老院能不能赚钱
@insane1999：周六陪妈妈去参观了一家高

级养老院，看得我都心动了。这样的环境，收费
高一些也值得。

大河网网友“云中山”：养老院能不能赚钱？
我认为养老院不能都不赚钱，但是也不能都去赚
钱。商家投资的，环境好、服务好，谁有钱谁去。
公益性质的养老机构，让生活困难的老人，有个
吃饭睡觉的地方。

坚持扩大开放 把公益放首位
就我省养老产业发展问题，焦点网谈记者 10

月 12日采访了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升达
经贸管理学院企管系主任、郑州市社会学会会长
纪德尚。“养老产业要坚持把公益和社会责任放
在第一位。对于投资养老产业的企业，要有一定
的进入门槛。”

纪德尚教授认为，《计划》体现出河南对中央
重大举措的落实，和对养老事业的高度重视，对河
南养老产业的健康运转有重要意义。养老产业发
展得好不好，要以老年人的评价为标准。养老产
业要有完善的机制建设，具体来说，就是有明确的
目标定位，科学的专家评价，有效的社会监督，真
正把百姓的事情办好。《计划》提出要建设养老产
业示范园区，那就是要建成河南养老产业的标杆，
更需要一套科学化的标准和评价考核体系。

养老产业是一个混合体制并存的行业，既有
政府主办的养老机构，也有民营资本和外资主办
的。无论投资主体是谁，都要体现公益意识，而
不是单纯盈利。纪德尚教授说：“社会资本包括
外资都是养老产业的重要渠道。我们要加大社会
事业开放力度，广泛吸引民资、外资参与养老建
设。当然，养老机构不盈利就没法生存，要允许投
资者从中合理获益。”目前，社会居民收入存在差
距，养老产业也要进行梯度建设，以满足不同层次
的养老需求。民间资本介入后，需要强化企业法
人的社会责任，坚持把养老、公益放在首位。

2015年 10月 10日，网友“卡斯”在
大河网大河论坛上发帖称，在郑州市
花园路北三环交叉口附近，卖水果的
小商贩路边占道经营，不仅污染环境，
在下班高峰期还堵塞交通。他呼吁城
市管理部门加强管理，杜绝路边随意
摆摊占道经营的现象。帖子发出后，
引发网友热议。在跟帖中，大家列举
了郑州市汝河路、丰乐路等多处占道
经营现象，影响市容和交通。同时，对
于如何治理占道经营现象，网友们展
开激烈的讨论。

应坚决取缔占道经营
大河网网友“昨夜问天”：高质量

的 城 市 建 设 要 求 环 境 整 洁 ，秩 序 井
然，而流动的且随意摆放的地摊、早
餐车等无疑会给城市环境印象造成
极其恶劣的影响。城管部门应该严
格执法，坚决取缔路边随地摆摊占道
经营。

大河网网友“若水难”：城市是大家
的，不能因为个人需要就随意破坏公共

秩序。摆摊做生意，可以去政府规定的
市场内，道路不是用来摆摊的。小商贩
不容易，但每个人都不容易。因一己之
私妨碍城市秩序绝对是不可取的。

城市应该包容弱势群体
大河网网友“一江春水”：这些小商

贩也挺可怜的，他们多是为生活所迫，
大家应该给予包容。在城市里，外来人

员打拼很不容易，他们多数缺乏谋生技
能，为了养家糊口做点小生意，不能一
禁了之。如果取缔了，他们何以为生？

大河网网友“老糊涂”：看到这些
摊贩，觉得挺同情的。特别是有些带
着 小 孩 摆 摊 ，一 般 都 会 买 他 们 点 东
西。他们小摊位承载的可能是一家人
的希望。城市市容很重要，但是不能
因此而丢掉人情味。

解决老问题应有新办法
大河网网友“烈火重生”：早上上学、

上班路上的小餐车推着热气腾腾的馒
头、包子、豆浆，它们带给大家的方便是
无可厚非的。包括卖菜、卖水果等路边
市场的形成，肯定是有需求的。有关部
门应该首先考虑附近居民的需求，科学
规划市场，给这些商贩一个容身之处。

大河网网友“天天向上”：这是老
问题了。现在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物流配送日渐完善，上门服务已经初
见规模。这些小商贩提供的商品和服
务，如果可以被更便捷的商业模式替
代，那么这些现象也就自然消失了。

小商贩流动性强难根治
10 月 12 日上午，本报记者拨打了

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举
报电话 63928110。接通后，对于网友
们反映的占道经营乱象，工作人员回
应说：“这些小商贩流动性很强，把他
们劝离后，他们还会继续回来。这种

现象很难根治。执法人员虽然加大了
力度，周末也派人值班，但无法保证这
些路边摊位不‘死灰复燃’。”

解决顽疾应多管齐下
“治理流动摊贩这一城市管理的顽

疾，政府相关部门要坚持疏堵结合、多管
齐下。”12日下午，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副教授孙远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孙远太认为，疏堵结合，就是承认
流动摊贩的合理性，允许流动摊贩在
城市中存在，但在空间和时间上加以
严格限制，划出特定区域，设定特殊时
间。多管齐下，就是建立以城管部门
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治理格局。城管
部门作为主导部门，继续承担综合治
理的职责。政府的工商部门要加强对
无证经营行为的查处，卫生部门加强
对流动摊贩的卫生检查，规范流动摊
贩的经营行为。发挥街道和居委会的
纽带作用，做好辖区内的流动摊位管理
工作。调动群众参与流动摊贩治理的
积极性，使他们意识到尽管流动摊贩有
便利和便宜的优势，但在商品质量、食
品卫生等方面缺乏保障，从而自觉抵制
经营“三无”产品的流动摊贩。

“逼捐”之下没有真慈善
□王鹏程

近日，郑州有小学生家长向媒体反映，他们几
岁的孩子回家要钱，说是慈善日学校要捐款，而学
校也发来提醒带钱的短信，家长感觉被“逼捐”。

（10月 12日 大河网）
此类事件在新闻报端时有出现，诸如 2013 年

4月 25日，芦山地震后，北京某幼儿园对学生规定
了最低捐款额，“8·12”大爆炸后，天津南开区教师
被要求捐款等。捐款是献爱心的一种方式，号召
学生捐款，有助于让孩子们从小树立助他人、献爱
心的正确的人生观，无可厚非，这是一种正确的教
育方式。问题是，有些学校将“乐捐”变为了“逼
捐”，把心悦诚服变为怨声载道，这无疑是适得其
反，与慈善的初衷南辕北辙，也损害了慈善的公信
力，伤害了人们的爱心，强制捐款捐不出真正的慈
善。

捐款本是体现社会和个人爱心的慈善活动，
它的初衷是扶贫助弱，让每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的
爱心，让社会充满温暖的爱意。但是并不是每一
个人都自愿捐款，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自愿捐到所
谓的“最低限额”，所以这种逼捐“无疑”违背了家
长与学生的意愿，给学生和家长强加负担，是不能
被认可与接受的，是应该被明令禁止的。这种强
制捐款也没有起到教育学生的作用，反而让学生
有了“唯钱爱心”的想法，以钱的多少去衡量爱心
的大小，捐少了还可能要受到老师的批评和同学
的嘲讽，让学生感觉自己没有面子，这无疑对那些
家庭条件差的学生造成了心理压力与伤害。

学校的强制捐款，实际上就是家长用钱去买
老师和校长的面子，校长用家长的钱去为自己“埋
单”，去给自己长面子。这无疑是打着慈善的幌子
转嫁自身责任、掏家长的腰包，是一种权力滥用的
行为，是懒政的表现。同时，募捐来的钱是否真的
用在扶贫助弱上，这些都不明不白、不清不楚。

慈善源于爱心，源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
会回归感，但学校的强制慈善硬生生地剥夺了学
生与家长的爱心权力，爱心捐款成了学校领导需
要完成的漂亮政绩目标和理直气壮强制摊派的
任务，这是多么令人心寒的一出闹剧。在数字堆
砌的错误政绩观、事业观、价值观的驱使下，最具
人情味的慈善都被充作堆砌政绩的基石，这是懒
政的表现，更是无赖的行径。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也是播撒希望的季
节。为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壮大宣讲力量，优化
宣讲人才队伍结构，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理论宣讲
工作,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讲师团面向全省吹响
了“百姓宣讲员”集结号。

当今社会，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异
常激烈，广大群众思想要解惑、文化要解闷、心理
要解压、精神要鼓劲、信念要夯实的新需求也日益
强烈。在此情况下，需要打造一支更接地气的人
才队伍，开展更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宣讲，与群众面
对面地解疑释惑、心贴心地交流互动、实打实地点
拨明理，以更好地凝聚起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思
想基础。

要求学历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不限，不设任
何门槛。 只要您热爱宣讲，只要您表达能力强，只
要您自信与广大网民和百姓有无限的沟通力与亲
和力，只要您总有一股想为这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说些什么、做些什么的欲望，均可参与报名。

报名者可填写一份“百姓宣讲员”自荐表（自
荐表及推荐宣讲选题附文后）；准备一段近期宣
讲视频资料（可自行录制或到省委宣传部理论
教育讲师团演播室录制，时间 30 分钟以上）；将
上述资料于 10 月 31 日前报送省委宣传部理论
教育讲师团（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二路 45
号，邮编 450016）。

河南省委讲师团
遴选“百姓宣讲员”

更多精彩评论请关注
大河网“眼遇”客户端

重阳将近，河南省养老产业发展
继续发力。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养老健康产业发展示范园区（基地）
规划建设推进计划》（以下简称《计
划》）。据了解，养老产业示范园区是
河南省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由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社会参与，采取多种形式
建设的养老服务综合体。

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中国已进
入老龄化社会。如何破解中国式养老
难题，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如何
借助养老产业示范园区，让养老有更丰
富的选择，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2015 年 10 月 8 日，陆磊荣登
中 国 文 明 网“ 好 人 365”封 面 人
物。陆磊，出生在河南永城，是一
名普通的军人。曾经，他和妻子
是一对让无数人羡慕的恋人，然
而，婚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
他“美丽的新娘”变成了“植物
人”。灾难面前，他用相恋时的
137条短信和 21天诉说爱的情话
唤醒未婚妻。面对只有 2 岁儿童
智商的她，他不顾父母劝说，毅然
推着轮椅走上红地毯，用行动兑
现爱的承诺。5 年来，他对妻子
悉心照料，从吃饭到说话，从站立
到行走，一点点带她“长大”。

文字整理：安艳鸽

盼望“养老大餐”更丰富
□本报记者 黄岱昕

破解小贩占道 老问题要有新办法
□本报记者 王 涛

用爱陪你
再次长大

郑州市花园路北三环交叉口附近，小商贩占道经营。

三门峡灵宝市阳平镇敬老院里，老人正在悠闲地晒着太阳。网友旭日东升供图

车祸前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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