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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太感谢了，要是
你没发现，我这些银行卡和
证件丢了该多麻烦啊。”12
月8日一大早，刚刚从保安
师傅手中接过卡包的郑女
士激动地说。

12月7日上午，黄家乡
寺前村的郑女士带着户口
簿、医保卡和自己的身份证
前来柯城农商银行黄家支
行办理自己小孩的医保代
扣业务。业务办完之后，她
便匆匆离开了。下午下班，
保安在打扫营业场的时候
在一条休息椅的缝隙里发
现了一个卡包，里面有一张

身份证、三张银行卡，还有
其他几张卡。保安将此事
告知了正在轧账的柜员，柜
员根据身份信息，经过查询
找到了郑女士的电话并马
上联系上了她。郑女士接
到电话后才恍然发现自己
的卡包不见了。

原来，上午办好业务
后，郑女士接了一个电话，
边接电话边在休息椅上找
了一下东西，卡包落下了也
没注意到。而保安师傅的
细心，让粗心的客户少了很
多麻烦。

龚明 龚水清

近日，桐庐政协城建环资组工作
成员与国网桐庐县供电公司运检部门
负责人一道前往分水110千伏天英变
电力工程施工现场进行调研，推进小
城镇建设。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是浙江省委
省政府于2016年9月启动的专项行
动，涉及全省小城镇1191个。其中，
桐庐境内分水、百江、合村、莪山为
2017年建设验收单位。作为经济发
展“先行官”，国网桐庐县供电公司积
极配合政府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主动担责，指导涉及供电站所编制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一镇一方案”，
加强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衔接，不

断提升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
电网升级 强劲发力小城镇建设
“线乱拉”整治是小城镇环境综合

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结合城乡发展规
划，该公司统筹电网网架及通道、电力
设施布局，明确了“上改下”、杆线迁
移、隐患治理和一般整修四种改造模
式，因地制宜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实现“强弱分设、入管入线、标识清
晰、牢固安全、整齐有序、美观协调”整
治目标。

在分水天英变施工现场，政协城
建环资组详细询问施工人员的安保措
施，并表示“政协城建环资组一直关注
着小城镇建设工程的进度，政策处理

上有什么困难你们要及时提出来，我
们会尽快协调解决。”

据悉，国网桐庐县供电公司结合
110千伏天英变投产契机，对分水地
区网架重新规划布局，解决分水变原6
条重载线路分流问题，满足小城镇建
设需要。

服务升级 用心助力小城镇建设
结合全能型供电所建设，该公司

实施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小城
镇建设提供“1+4”配套供电服务。

供电网格长组织人员定期开展小
城镇建设专项检查，检查沿路电力设
施周边环境卫生情况、电缆窨井盖完
好情况、电力工程施工点现场整洁情

况等，不放过一丝影响镇容镇貌的违
和点。在此基础上，网格人员走进当
地的大型企业、学校、旅游景点以及公
园、菜场等公共场所，开展义务专项电
力巡视，以专业视角帮助查找用电隐
患点，发放安全用电整改告知书，提出
整改建议，要求落实整改，并定期开展
复查。通过全方位地排查、整治，消除
用电隐患缺陷，为小城镇建设添一道
安全砝码。

时至年底，该公司将加快步伐，根
据小城镇建设现场检查督察情况，加
强与政府部门、自来水公司、天然气公
司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全力解决工作
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为桐庐小城镇
建设提供快速、高效、优质的用电保
障，努力为小城镇经济发展提供更强
大的支撑和保障。 方明俊 杨培培

柯城农商行：服务细心，客户省心桐庐供电：助推小城镇建设步入“快车道”

■张玉胜

如今，健康养生话题已经
不再是中老年群体的“专利”，
不少90后甚至95后也开始研究
各类养生细节。上周，中国青
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对 1979名 90后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79.6%的受访 90后开
始关注养生信息，79.4%的受访
90后自认存在脱发育发的焦虑
和困扰。50.7%的受访 90 后表
示关注养生信息是因为工作生
活压力大。

从狂跳广场舞到热衷暴走
团 ，从 聆 听 健 康 讲 座 到 占 领
KTV，养生保健是退休离岗后中
老年群体的生活节奏。如今，这
种注重养生的健康理念已染指
众多在岗在位的年轻人。近八
成90后开始关注养生信息的调
查结果，传递出养生保健已渐成
社会共识的积极信号，有望为壮
大全民健身队伍再添一股助推
生力军。这无疑是一件利国利
民利己的大好事。

近八成 90 后关注养生，并
非是受中老年群体养生保健活
动的感染与影响，而是出于这
一年轻群体大多处于“亚健康”
状况的自我保健需要。尽管最
大的 90后也不过是年近 28岁，
但随着工作生活压力的日益增
大，各种秃头、失眠、衰老以及
熬夜、抑郁、精神病等90后专有
病却日益突出。他们中有人甚
至以“大叔”、“阿姨”自嘲作比。

今年 8月的一则新闻，或更
可能佐证 90 后的“亚健康”窘
境。年满18至22周岁的男性公
民依法服兵役，本是众多年轻
小伙实现报效祖国、献身国防
理想的人生夙愿。但征兵体检
不合格率“爆表”的消息令人大
跌眼镜：有的市体检淘汰率竟
高达 56.9%！某地级市的一组
数据更令人心悸：血检转氨酶

过高占 17%，尿检血小板积压、
尿酸、尿酮超标占不合格人数
的 28%，视力不合格占 46%，体
重不合格为20%，男性精索静脉
曲张不合格为8%，心脏、血压不
合格为13%，耳鼻喉炎症不合格
为7%。

剖析导致 90后“亚健康”的
“病根”，首先在于养生保健的
理念缺失。许多年轻人自恃年
少体健，以为疾病不过是人到
中年之后的事情，对身体指标
的微小变差浑然不觉。须知保
健身体与孝敬父母、教育子女
被人们视为越早越好的三个

“不能等”。其次与多吃少动、
缺乏锻炼、用眼过度、经常熬夜
等不良生活习惯有关。比如，
很多人长期喜爱饮用汽水、可
乐及含甜蜜素等化工产品的饮
料，热衷食用火锅、膨化食品；
毫无节制地搓麻、吸烟、饮酒，
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等等。如此
生活无规律、饮食欠科学、锻炼
不积极，如何不累积形成“亚健
康”？虽然机体无明显器质性
病变，但却已潜在指标异常、功
能蜕变等疾病前兆。

少年强则中国强。90后关
注养生的观念更新可喜可贺，
这是年轻群体矫正短板、注重
保健的思维支撑与行动动力。
有了这种清醒认知，还需注重
心理调节、强化身体锻炼、走出
养生误区、戒除不良习惯。比
如，敢于直面和合理认知生活
压力，诚然有专家所言：“压力
如石块，放在脚下是垫脚石，放
在头上就是压力”；秉持预防为
主防大于治的养生观念，走出
边熬夜边喷水保湿、喝啤酒泡
几粒枸杞、吃完火锅再喝茶“刮
油”等的相克误区；节制过度看
电脑、玩手机等不良习惯等。
人们期待90后“关注养生信息”
之后强身心、改陋习、健体魄的
实际行动。

■新华社记者叶昊鸣

又至年终岁尾，“农民工
讨 薪 难 ”再 度 成 为 热 点 话
题。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考核办法》，决定自 2017年至
2020 年，对各省区市人民政
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实施年
度考核，推动落实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属地监管责
任，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
酬权益。

“辛苦一整年，岁末讨薪
难”。尽管 2011年“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已被列入刑法，
但“讨薪难”这一顽疾仍难治
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责任
主体不明确，各项政策执行缺
乏刚性、易打折扣。

新的考核办法将各省级
政府作为考核对象，把加强对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
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资支付
保障制度、治理欠薪特别是工
程建设领域欠薪工作成效等
情况列为主要考核内容，无疑
进一步增强了确保农民工工
资支付的保障力度。

各省级政府应对照考核
方案及细则，针对重点，对症

下药，重拳治理。建筑行业历
来是恶意欠薪的“重灾区”。
各地应在岁末年初集中力量
治理建筑行业恶意欠薪，确保
农民工兄弟如期拿到血汗钱。

各省级政府不能采取突
击“算总账”的办法应付考核，
而是应该把劲儿用在平时，对
照考核方案及细则因地制宜
抓好政策落地、完善具体措
施、形成长效机制。

考核办法充分体现了党
和政府体察农民工疾苦的真
心，为农民工排忧解难的热
心，实实在在为农民工着想的
贴心，是一个有温度的文件。
各地在围绕考核办法扎实推
进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时，更要走心，要怀着一颗同
情心，设身处地为农民工兄弟
着想，努力确保他们劳有所
获。

■贺成

据媒体报道，12月12日，在
入冬最冷的一天，北京市委书
记蔡奇看望慰问一线服务业劳
动者。他说：“我们这座城市需
要环卫、保洁、保安、物业、家
政、快递、餐饮等普通劳动者，
无论是城市运行，还是日常生
活都离不开他们。”

所谓普通劳动者，即从事
的工作相对一般化，明显区别
于从事高科技、高智商的社会
精英，所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
低，尽管在劳动者中占有很大
比例，却因为户籍、工种等原因
而沦为被忽视的大多数。

无论人们对普通劳动者是
否刮目相看，以及是否给予起
码尊重，这并不影响普通劳动
者的价值。随着城市发展加
速，社会劳动分工细化，对普通
劳动者需求乃至依赖还会越来
越大。关于这一点，从每年春
节前后的“用工荒”“保姆荒”可

见一斑。从另一个角度说，之
所以出现这种尴尬情况，说到
底是平时对普通劳动者尊重不
够，比如一些用人单位在工种
分配、报酬分配方面还习惯于
区别对待，甚至无故拖欠、克扣
工资或者福利。

如果把城市比喻为一台大
型机器，每个普通劳动者则是
这个机器上一颗颗螺丝钉，肉
眼看上去不那么引人注目，但
却悄无声息地支撑着城市这台
机器高速运转。实际上，普通
劳动者涌入城市，既是就业需
要，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尊
重普通劳动者，不是简单的功
利使用，而应从内心上尊重他
们的劳动，以包容的心态对待
他们，使他们在城市愉快地生
活。

只有当“城市离不开普通
劳动者”成为人们的共识，他们
对城市才能不离不弃，人与人
之间才会更加和谐，生活也将
会更加美好。

《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天寒地冻，
可是众多在陕西省志丹县房管局办理
廉租房手续的群众，明明手里拿着户口
簿和身份证，足以证明身份，却仍被要
求到派出所开具户籍证明。派出所为
此提醒该单位：“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简
化群众办事效率，不得为难群众，为何
你单位还要求群众办理户籍证明？”并
直指“荒唐”、“显然有些劳民伤财”。

明明有身份证和户口簿足以证明
身份，却非要去派出所开户籍证明，这
副派头到底是因为办事刻板、头脑僵化
的缘故，还是想借机显示一下本部门的

“官威”呢？真叫人捉摸不透。

有道是：重复“证明”没商量，为难
群众太荒唐；官僚作风好顽固，劳民伤
财脑袋僵。

坚持这么做的办事部门人员，若是
遵照上级指示行事，那么，这指示无疑
并不合理，纯属多此一举，给群众添了
麻烦；倘无上级指令而是自作主张，则
难免自以为是胡乱作梗。还是当地派
出所警官对此所作评判更加合乎民意：
实在让人想不通！

寄语天下公仆们：能想方设法让所
有前来办事的百姓感到方便，才是为民
办实事的正确态度。

吴之如 文/画

■徐振宇

据媒体报道，金华的小学
生陈珏在天桥处看到有个乞
讨老人在喝一碗冷汤。陈珏
身边没带零食，就给了老人
10 元钱。隔天晚上，在父母
亲的支持和协助下，陈珏动手
做了碗热乎乎的面条，送到天
桥处给那个乞讨老人吃。这
则暖心的新闻被广为关注，受
点赞的除了男孩，还有他的父
母。大家都在说，正是有爱心
的大人，才会有爱心的孩子。

不久前笔者参加了“一米
阳光”组织的义工活动，参加
人员有家长，更多的是孩子。
大家一道来到敬老院，陪老人
们聊天，孩子们献上了自己精
心准备的节目，然后大家一起
动手包饺子。虽然很多人做
的饺子不那么专业，但献爱心
的那份情却是真真切切，一分
一毫也不差。这期间孩子们
的积极性都很高，虽然大人牺
牲了一点休息时间，但收获的
东西绝不是时间和金钱所能
衡量的。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我们不能一味抱怨“熊孩

子”在家只知道上网、玩手机、
看电视，有时候也要在大人身
上找原因。所谓上梁不正下
梁歪，你不能一边上网、玩手
机、看电视，一边又要求孩子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妨与
孩子约法三章，合理安排作息
时间。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
担负着向社会输送人才的重
任，家庭教育作为孩子的第一
课堂，有什么样的家庭规矩，
就会有什么样的家庭风气，其
品质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关
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

诸暨市店口镇有个“义二
代”，孩子们跟着父母做义工，
三年来队伍不断壮大，发展了
近百名成员。如果大家当时
光想着借用公益的光环，一味
地逢场作戏，追名逐利，大人
累，小孩也累，只能是“浅尝辄
止”，也就不可能出现“义二
代”“义三代”。公益之道正是
如此，贵在示范，贵在坚守，少
些功利，少些浮躁。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家风是无言的教育，以好
家风打造新生代正是不二选
择。一个充满暖意的家庭，必
将文明芬芳四溢。

■何勇海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
票”成为永远的绝响！12 月
14日，台湾著名诗人、文学家
余光中病逝，享年 90 岁。他
的过世不仅是台湾文坛的巨
大损失，也是每一个海内外华
人心中的伤痛。46 年前，20
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
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
居里写下《乡愁》，将乡愁比喻
为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小小
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
湾浅浅的海峡，让人读来神
伤，勾起了多少中华儿女的思
乡之情。40 多年来，这首诗
在海内外华人间被广为传诵，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今，
先生已逝，留下一世乡愁，不
知天堂有没有乡愁？

余光中留下的文学珍宝显
然不只《乡愁》，其驰骋文坛逾
半个世纪，主要从事诗歌、散
文、评论、翻译等创作，共出版
作品集约50种，被称为当代诗
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
家、优秀翻译家。有媒体这样
形容他：“投注毕身精力于文学
创作，有着巨人般的意志。年
纪愈长，身躯愈孱弱，但仍执笔
不辍”。虽然他一生都在频繁
地奔波迁徙，多次与亲人聚散
离合，自嘲着“蒲公英的岁月”，
其诗歌散文也因此离不开“乡
愁”“孤独”“死亡”等苍凉命题，

但仍给人一种顽强和希望。这
种顽强精神，也是他留给我们
的文学财富。

余光中在其作品中一浇
“乡愁”块垒，其实是表达对大
陆深深思念、期盼两岸统一的
深切情愫。他在《乡愁四韵》
中深情地呼喊：“给我一瓢长
江水啊长江水，那酒一样的长
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
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
江水……”他在《当我死时》中
殷切地期望：“当我死时，葬
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到
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他
在《江湖上》中悲凉地发问：

“一片大陆，算不算你的国？
一个岛，算不算你的家？一眨

眼，算不算少年？一辈子，算
不算永远？答案啊答案，在茫
茫的风里。”这些，无不饱含着
对大陆的思念、对两岸统一的
渴盼。

故而，我们记住那位写《乡
愁》的游子，不光要记住他那些
或激烈或舒缓、或迷茫或清醒、
或写实或浪漫的诗文，更要记
住他对两岸统一的疾呼与魂牵
梦绕，记住他那满腔的爱国情
怀。与其说他是一位蜚声中外
的“乡愁诗人”，莫如说他是一
位名副其实、低吟浅唱的爱国
诗人。实现两岸统一，是每个
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面对海
峡两岸骨肉分离、亲朋隔断，有
着切肤之痛的余光中，又怎么

不会怀恋故土、思亲念朋？又
怎么不会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表
达恋山河、爱国家的主题？他
那样的爱国情怀，应成为所有
华人的内在气质，不管是现在，
还是将来。

以悲壮情怀、赤子之心抒
发着思乡之情、爱国之恋的余
光中走了，这个消息激起了两
岸的“诗海惊涛”，不少网友纷
纷撰诗怀念之。在此，笔者谨
以一位网友的一首小诗作结，
同时献给天堂里的余光中先
生：“今天／我们怀缅余光中先
生／我们期盼祖国统一／让所
有乡愁者／都能在最美母亲的
国度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长江，黄河的歌。”

保障农民工劳有所获
要考核更要走心

微观点：“辛苦一整年，岁末讨薪难”。尽管2011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已被列入刑法，但“讨薪难”这一顽疾仍难治愈。
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各地在围绕考核办法扎实推进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工作时，要怀着一颗同情心，设身处地为农民工兄弟着想，努力确保他们劳有所获。

八成90后
关注养生是件好事
微观点：90后关注养生的观念更新可喜可

贺！当然，光有认知是不够的，还需注重心理调
节、强化身体锻炼、走出养生误区、戒除不良习惯。

记住余光中的爱国情怀
微观点：余光中在其作品中一浇“乡愁”块垒，其实是表达对大陆深深思念、期盼两岸统一的深切情愫。正因为如

此，余光中走了，人们纷纷撰诗怀念之。

以好家风
打造新生代

微观点：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家风
是无言的教育，以好家风打造新生代正是不
二选择。一个充满暖意的家庭，必将文明芬
芳四溢。

为难群众太荒唐

“城市离不开普通
劳动者”应成共识
微观点：如果把城市比喻为一台大型机器，

每个普通劳动者则是这个机器上一颗颗螺丝
钉。只有当“城市离不开普通劳动者”成为人们
的共识，他们对城市才能不离不弃，人们的生活
才会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