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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健康观念找回健康

何必!须知"#

余 寒

0123
! ! ! ! 由卫计委# 世界抗衰老生物
医学会等单位主办的世界抗衰老
论坛在北京举行! 随着人口老龄
化加快" 由衰老导致的慢性病已
成为当代医学面临的新课题! 按
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标准"我
国 "% 岁以上老年人口中身体健
康的比例只有 ()*左右" 而青壮
年人口中亚健康普遍存在!
健康状况改善" 人均寿命提
高"是收入增加#饮食改良#环境
改善以及医疗水平提升综合作用
的结果! 但亚健康的存在"却是现
代工作和生活方式使然! 这里面
有些是文化习惯所致" 比如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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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喝牛奶的基础薄弱# 口味重荤
腥'有些是历史问题"比如以前生
产力水平低" 许多当今的成年人
童年时却吃不饱饭' 有些则是经
济发展理念的问题" 比如一些地
方过去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
衍生出一系列环保问题!
好在"从国家层面"环境治理
和医疗改革被高度重视"在社会治
理的层面"发展群众文化和公共空
间等"也成为$重头戏%!但社会的老
龄化正在不可阻挡地来了! 火爆的
公立医院"不可能提供再多的床位
来应对!在此状况下"令人欣慰的一
面是"那些正在衰老的中老年人"他
们已经有足够的危机意识"于是风
雨无阻地涌向公园#广场"见缝插针
占领每一块公共领地"跳起广场舞"

! ! ! ! 冬奥会冠军当选北京
团市委兼职副书记#$农民
发明家% 履职北京市总工
会兼职副主席" 温州共青
团首批来自基层一线的兼
职副书记到岗&&最近一
段时间" 各地群团组织换
届"一批来自不同行业#不
同身份的兼职干部走马上
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自 $%&! 年 ' 月中央
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以
来" 探索符合群团组织特
点的干部管理方式" 打破
年龄#身份#学历#职级壁
垒" 吸纳优秀群众代表进
入群团组织担任班子成
员"成了重点改革任务!一
大批基层经历丰富# 懂得
群众语言和习惯# 熟悉群
众愿望和心声的优秀代表进入工青
妇领导班子"但实践中"由于兼职干
部大多无需脱岗#不用坐班#职责分
工相对灵活" 容易出现 $出工不出
力%的$花瓶干部%"兼职身份异化为
荣誉头衔" 这类现象需在不断深化
的改革中引起重视!
兼职干部应该是群团组织敏锐
的$传感器%"在走进群众#读懂群众
中" 尽可能地反映群众的心声和诉
求" 同时也将群团组织的工作辐射
到更广阔的人群! 个别兼职干部一
进群团组织的大门" 就认为自己有
了身份#成了干部"对群众所想所盼
不热心# 不用心" 甚至变得高不可
攀!这样一来"兼职干部难免失去代
表性#影响力!
在涉险滩# 啃硬骨头的改革攻
坚期"兼职干部因为利益牵绊较少#
思考方式更接地气" 更应在刀刃向
内的自我革新中走在前列"做敢想#
敢言#敢拼#敢闯的改革鲇鱼! 但也
有个别兼职干部早早地产生了明哲
保身的看客思维" 把任命书当作了
$嘉宾证%"工作中遇到急事就躲#遇
到难事就推#遇到矛盾就绕道走"甚
至将兼职岗位看成积累资源# 捞取
好处的跳板"该说的不说#该争取的
不争取#该冲在前面的缩在后面!如
此这般"鲇鱼效应就可能演变成$温
水煮青蛙%的后果!
兼职干部要经常省思自己的本
色#本分#本职"防止被捧得飘飘然'
同时要真正地走进群众"结合自身优
势"在事业所急#群众所盼#自己所能
的改革一线精准发声发力!（杨子强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杂在一起! 人们像坐月子一样打理
着自己的身体" 看似无比爱惜"实
则方向凌乱! 活跃在互联网的年轻
网民"瞧不起笃信养生哲学的老年
群体"但同时他们在凌晨三点还刷
着朋友圈! 他们不知道"把身体交
给不断更迭的信息技术" 和把身
体交给$神医%"共享着同样的逻
辑(你不爱自己的身体!
当然"也许不该从观念层面过
于苛责!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首先
是个公共工程" 它指向医疗保障的
健全完善" 指向养生经济乱象的整
治"指向环保理念的更新"更指向全
民体育的普及!但是"在这一切不断
改变的同时"你我的健康观念"难道
不是应该更早地被$孵化%"以维护
我们自身的健康吗)

回到家还会打开电视机盯着养生
节目"买保健药品#器材"喝蔬菜汁"
在朋友圈转发那些爆款养生文!
在代际鄙视链上"老年人的这
套养生做派"被青壮年一代百般嫌
恶! 但奈何未老先衰也像病毒一样
传染了他们! 当年黑豹乐队铁汉一
般的男人"如今照样端着保温杯缓
缓走来"这是中年危机最真实的写
照!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新形势下"
意图在身体垮掉前挣足够多的钱
的年轻人"突然间发现"$第一批 +%
后已经秃顶了%!
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工作更加
疲于奔命' 信息技术飞速演进"但
地铁刷手机的低头族"似乎揭示了
慵懒和身体被奴役的事实! 身体危
机的感知"和生病乱吃药的盲目混

!平价蟹"显清正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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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又到一年吃蟹季! 据报道"随着
公款消费被遏制" 大闸蟹高端礼券#
礼卡满天飞的情况已明显改观"高端
蟹销量较少"价格亲民的$平价蟹%走
进寻常百姓家!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 年来" 神州
大地涤荡起一股清风"粽子#月饼#大
闸蟹这些一度被$天价%异化的食品"
重回百姓餐桌! 中华传统节日不再是
送礼品#拉关系的借口"人们开始真正
体味节日的民俗特色和文化底蕴"不
少党员干部也从迎来送往中解脱出
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中央八项规定短短 "## 多字"却让
$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奢靡%$车轮
上的歪风% 等沉疴顽疾得到根本治理"
开启中国共产党激浊扬清的作风之
变! 一年一个样"五年大变样! 党内政
治生态得以改善" 政商关系回归正常"
勤俭节约的良好道德风尚蔚然成风!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
则事成! 党风政风直接影响社会风
气"直接关系改革发展大局和民心向
背! 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
而中央八项规定是激浊扬清之剑"必
须以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精神常抓
不懈" 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的 $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
（岳钟 刊光明日报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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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近日" 某知名主持人发微博
称"$高铁上很多熊孩子发出的噪
音其实远不如他们爹妈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哄孩子发出的噪音! 国外
已经有女性专用车厢"中国高铁为
什么不可以有熊孩子和父母的专
用车厢) %一时间"这一吐槽再次引
发人们对$熊孩子%的关注!
$熊孩子%一词指代调皮捣蛋
的小朋友! 说起来"这一概念似乎
是随着公共生活的互联网化而流
行起来的! 遥想当年"别说 '% 后#
-% 后一代"就是现在已经年逾花甲
的老人家"也都有过追猫逗狗薅羊
毛的孩提时代! 为什么曾经的我
们"并没有被叫做$熊孩子%'为什
么可能也淘气出天际的孩子"并没
有站在$鄙视链%的最底端"成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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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来!一起进餐"
! ! ! ! 无锡市惠山区一家餐馆里! 一名牵着条狗的五十多岁的阿
姨!竟把自己的盘子给狗舔起来# 有医生表示!如果餐具消毒不到
位!餐盘里残留狗嘴里的病菌!会通过人口腔的粘膜等处进入人
天呈 画
体内!很容易受到病菌感染#

被标签化的!熊孩子"
文 澜
素质没教养的代名词)
变化的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
其一"人们更多置身于公共空
间! 时间倒回三十年前"小长假#黄
金周还没有出现! 高铁#飞机乃至
于自驾游"对很多国人而言还是新
名词! 人际关系的互联互通"也没
有今天这般便利! 而随着消费水平
的提升# 公共假期制度的设立"天
南海北的人们才能在同一时间踏
遍千山万水! 当公共空间的有限
性" 遭遇人们不断觉醒的权利意
识"两者之间的冲突"让$熊孩子%
成了话题的引爆点!
其二"教育方式的改变! 上世
纪 '% 年代以来" 我国实施计划生

育政策而出现的第一批独生子女
人口"已经成长为$为人父母%的主
要一代! 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观
念"早已被这一代人所抛弃"而$宠
而不溺"爱而不娇%的理想教育模式
尚未实现" 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
校教育" 都更偏重于学习成绩的提
高"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品格教育!
今年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有
一则网络视频被许多微信群转发!
在深圳某商场的儿童乐园里"四位
家长及其朋友互殴" 场面十分暴
力"一位家长还倒地不起"起因仅
仅是两个孩子争抢玩具"妈妈们互
有口角之争! 可见"很多父母自身
的心智都尚不成熟"教育子女更是

吴 强
! ! ! ! 服役 ,% 年的老版*出租汽车
乘客须知+将被新版*乘客须知+
取而代之"目的是$为提高出租汽
车行业服务质量" 进一步发挥社
会监督作用%! 用意良苦"工作辛
苦'一个$须%字"一下漏气!
既然说服务" 就要有服务的
样" 表里如一" 不能嘴巴上说服
务" 行动上盛气凌人! 我坐出租
车"是去享受服务的"不是去受教
育的! 就不说乘客顾客是上帝这
样老套的话"至少"我付钱"总要
让我付得舒心吧! 然而" 我一上
车 " 就 要 被 $ 教 育 %" 就 要 被 $ 须
知%! 这哪里是服务"这分明是恩
赐! 恩赐你坐我的车" 所以你要
$须知%!
这样的语气和心态" 或许是
过去无意的残留! 以前出租车少"
打车难" 能打到车" 是乘客的荣
幸! 须知"就须知一下吧"坐到车
才是王道! 现在"各种专车#快车
服务都在抢出租车生意! 过去一
统江山的市场" 正在被大量地蚕
食和瓜分! 享受他们服务的乘客"
从来不需要读什么$须知%"但服
务质量多有保证# 监督作用多能
体现"不服不行! 反倒是出租车"
各类服务投诉还时有耳闻! 老实
说"当下这市场"出租车行业已经
觉得有些气喘吁吁#难以为继了!
试问"有多少底气可以让乘客$须
知%的呢)
我这样说" 出租车可能要叫
屈,,
,拜托"我们是企业"企业要
赚钱#要生存"我们是诚心诚意想
提供服务的! 你看清楚"这个$乘
客须知%" 又不是我们制订的"而
是有关管理部门! 对哦! 那我更不
懂了"管理部门"虽然不是企业"
难道不一样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最
高追求的)
既然是服务" 关键就要打心
眼里放下身段#放下架子"切切实
实#时时处处为被服务者着想! 硬
件软件" 都要让被服务者真觉得
赏心悦目#宾至如归! 其实"这一
点都不难! 乘客须知"改成$友情
提醒%$温馨告知%$敬请留意%"不
都比冷冰冰的$须知%强)
君不见"一些银行费用#公用
事业催付"都会写上$如已付费"
可能在途%"而不是$我没收到"你
咋回事)- %
没别的原因"真的想服务!

少了一份淡定从容!
与此同时"互联网空间特有的
扩音器效应"也可能无形中放大了
个体间的矛盾和争执! $一言不合
就生气%的网络空间氛围"充满戾
气的言论表达方式" 不明就里的
火上浇油&&这些都让负面情绪
堵塞了人们求真向善的本心! 多
一分包容谅解之心" 多一分理性
交锋之念" 不少问题都会迎刃而
解"实现从争议到寻找到最大公约
数的转变!
$熊孩子%现象是一则内涵丰
富的社会话题"如同一面公民素质
之镜" 每个角色都能从中照出个体
的缺陷与不足! 无论是现实的公共
空间"还是虚拟的网络社会"只有各
方都保持冷静克制" 尊重他人的权
利边界"守住自己的底线"尽到应有
的教育之责" 才能共建良好秩序"
不单纯被$熊孩子%的概念遮望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