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火锅、 烤肉、 串串……辞旧迎新， 不少市民进入
了 “聚会模式”， 各种辛辣刺激食物列入餐单， 甚至
还加入多场豪饮。 专家提醒， 过度摄入刺激饮食， 容
易诱发急性肛肠类疾病。 (1月1日新华社) □朱慧卿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伤不起”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可以励志但要远离“打卡骗局”

■世象漫说

面对每天增加的500多位老年人……

“喜事变悲事”
婚闹当停止

□张刃

■每日观点

别太迷信
“抢票加速包”

吕好玫： 近日， 四川乐至县
检察院 “法治进校园 ” 巡讲3年
计划顺利完成 ， 实现全县101所
中小学校全覆盖， 共巡讲101次，
发放宣传资料1.4万余份， 受教育
师生和家长等达6.3万余人。 要让
法治教育进课堂成常 态 化 、 制
度化 ， 从而提高中小学生的法
治 意 识 与 水 平 ， 让 他 们 成 为
“法 治 公 民 ” ， 依 法 化 解 纠 纷
或危急 ， 构筑安全健康的成长
环境。

法治进校园
应当成常态

李雪： 2018年11月25日， 贵
州遵义的新郎小艾婚礼上为躲避
朋友婚闹 ， 跑上高速被车辆撞
伤， 住院治疗半个月。 车祸后小
艾被判负事故全责， 受损车辆保
险公司向小艾索赔车辆损失费约
3万元 。 2018年12月30日 ， 小艾
称收到保险公司起诉， 决定起诉
当日参与婚闹的朋友。 因婚闹喜
事变悲事， 对于新人家庭是一种
伤害。 因此， 于情于理， 均应该
向变味的婚闹说 “不”。

“早起打卡”可以督促自己早
起，又可以赚到钱，这样两全其美
的好事，你碰到过吗？近年来，一
种“早起打卡”活动在部分人群中
流行起来。 规则是参与者交纳小
额保证金 ， 每天早起通过手机
APP打卡， 成功打卡者瓜分未成
功打卡者的保证金。 记者近来采
访中了解到，重庆警方2018年7月
破获一起以“早起打卡”活动为外
衣， 实际上犯罪嫌疑人通过修改
后台数据和签到规则， 非法占有
参与者保证金的电信网络诈骗
案。（1月2日《武汉晚报》）

“早起打卡”可以督促自己早
起，又可以赚到钱，这一看似完美
的网络创意， 却可能一夜之间就
变成了“完美骗局”，参与者非但
没有获得想象中的意外之财，反
而连或多或少的本金也收不回来
了， 尤其是对于那些投入金额巨
大的网友，更是损失惨重。从某种
角度来说，“早起打卡分钱” 确实
算是一种互联网的创新， 但是如
果这种创新脱离了国家法律和制
度的监管， 而只能依靠活动发起
者自己的自觉自律、诚信意识，那
么这样的活动势必带有巨大的风

险，并且最终沦为“创新型骗局”。
更何况， 很多类似活动的发

起者， 从一开始就是奔着骗钱来
的，而不是什么督促你“一日之计
在于晨 ”。 要想避免更多人上当
受骗， 一方面需要网友多些警惕
和防范心理，自己可以励志，但要
远离各种骗局， 尤其是需要自己
投入资金的网络活动， 更要慎之
又慎。另一方面，包括微信平台、
公安、网监等等部门，也要对这一
“创新型骗局” 给予必要的重视，
以适当的方式介入其中， 维护广
大网友的合法权益。 □苑广阔

老龄化的压力不必多说，
一言以蔽之，越来越多的老人
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却需要日
益增加赡养开支 。 而解决途
径，完全靠政府，政府包不住；
完全靠家庭，绝大多数独生子
女有心无力 ，因此 ，必须走社
会化分工和专业化服务之路。

手捧一本沉甸甸的相册， 即
将年满60岁的金林君哭了。 她心
里清楚， 这是这所学校和这群孩
子， 给自己这名宿舍管理员的最
贵重的礼物、 最高的评价。 2018
年12月31日， 是华中科技大学自
动化学院韵苑19栋宿管员金林君
正式退休的日子， 学院师生代表
前去给她送别。 两天前， 她一封
质朴的 《山高水长， 我心永远》
的告别信， 刷爆了华中大学子的
朋友圈。 （2019年1月1日 《楚天
都市报》）

尽管金林君只是一名普通的
宿舍管理员， 然而， 在她退休当
天， 头天晚上才出差回来的学院
党委书记来了， 院长和副书记来

了， 师生代表也来了， 一起向金
林君表示慰问和感谢 ， 并对她
“宿舍育人” 的工作方法充分肯
定， 还希望金阿姨以后能常回来
看看。 情深而意重， 温暖了金阿
姨， 感染着其他职工， 也给广大
师生带来了尊重普通劳动者的正
能量。

仔细想想， 一个人在从入职
到退休， 在平凡或者不平凡的岗
位上勤勤恳恳、 忙碌了一辈子，
既有功劳， 也有苦劳， 搞个简单
的仪式， 表示一下感谢和不舍，
既符合人之常情 ， 也是理所当
然。 然而， 在一些单位， 职工退
休时似乎总是 “悄无声息”， 有
的甚至是今天人事部门发出通

知， 次日当事者就像休假一样跟
单位 “拜拜” 了， 冷冷清清。

如何对待职工退休， 反映一
个单位的文明程度， 也影响单位
风气。 对在职的领导和其他职工

而言， 总有一天你也将退休， 今
日善待他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
己。 因此， 每个职工都该有个动
人的退休仪式。

□杨维立

每个职工都该有个动人的退休仪式

新的一年， 北京会有许多新
的发展、变化。变化可喜，但发展
过程中还会遇到新的问题， 其中
就包括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由
此带来社会进一步老龄化。

按照去年的统计和预测 ，北
京有户籍老年人口333.3万，占全
市户籍总人口的24.5%，其中65岁

以上人口219.9万， 占比16.2%；80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 老 年 人 口
的 16.72% ，失能老年人口占比
4.78% 。直观的说法是 ，北京每
天会增加500多位60岁老年人，其
中80岁以上的120多人，一年增加
近20万老年人。

面对这样的严峻现实， 有人
感到了压力，有人看到了商机，也
有人不当回事。感到压力的是负有赡
养义务的老年人子女和负有为人
民服务责任的政府， 看到商机的
自然是厂家、商家，不当回事者则是
自认为于己无关的“局外人”。

老龄化的压力不必多说 ，一
言以蔽之， 越来越多的老人不能
创造新的价值， 却需要日益增加
赡养开支。而解决途径，完全靠政
府，政府包不住；完全靠家庭，绝

大多数独生子女有心无力，因此，
必须走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服务
之路。 去年底召开的北京市人大
常委会会议决定， 完善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
医养结合服务体系， 在2020年之
前， 每个街道或乡镇至少建设一
所具有基础养老和社区居住养老
功能的养老照护中心。 这是现实
且可行的选择，关键在于落实，而
且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 扎扎实
实地推进。

面对老龄化，有人提出“银发
经济”的概念，无非是说，庞大的
老年群体需要特别的消费、服务，
形成新的市场， 而且这个市场会
随着社会老龄化加重而不断扩
大、丰富，自然也会产生可观的利
润。从经济学角度讲，这没有错。

但是，老龄化首先是个社会问题，
厂商发展“银发经济”，应该而且
必须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如果
唯利是图，难免出现假冒伪劣，扭
曲市场，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
且给社会“添乱”。在这个问题上，
厂商需要自律， 政府有责任加强
监管。

值得注意的是，“银发经济”
虽被广泛看好， 但养老服务行业
薪酬待遇低、职业地位低，缺乏吸
引力。 目前从业者大都是中年女
性，普遍文化水平较低，不具备基
本的医学知识和技能， 而且后继
乏人，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好在
去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
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
见》，提出大力发展老年护理和长

期照护服务， 引导家政服务专业
化、规模化、网络化、规范化发展，
为养老、 家政服务成为下一步消
费升级重点框定了方向。

自认为“与己无关”者需要认
清一个事实， 老龄化是涉及家家
户户的大事， 自己也有老的那一
天，同样需要新的年轻人赡养。那
种将老年人看作是社会供养人群
的认识是错误的。 老年人曾经创
造的社会财富， 是现在年轻人得
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幸福生活的
来源。 人类社会正是这样一代代
延续下来的。况且，随着生活水平
提高、医疗条件改善，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依然保持着活力， 继续创
造着价值。须知，有了健康的老龄
人群，不仅能减轻社会压力，更有
助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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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上学的小王最近一
段时间每天都会在 校 友 群 看
到 同 学 发 来 的 各 种 加 速 抢
车 票 的 助 力 链 接 。 虽 然 她
也 有 购 买 回 家 火 车 票 的 需
求 ， 但 是复杂的加速抢票规
则让她有些头痛。 “要是看到
有人发 ， 关系好就帮忙点一
下， 那种不认识的可能就当
没看到吧 。 ” 小王说 。 原本
买回家车票是一件很私人的
事情 ， 但是由于出现了加速
包 ， 买票变成了一场社交活
动。 （1月1日央广网）

如果一些抢票网站推出的
“抢票神器 ” “抢票加速包 ”
确实有用， 真的可以帮助用户
比别人更快一步抢到紧缺的火
车票。 那么很显然， 这种做法
破坏了购买火车票的公平性，
让那些不愿意、 没有经济能力
加钱购买火车票的乘客更难抢
到回家过年的火车票 ， 这是
“抢票神器 ” “抢票加速包 ”
招致一些人不满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 ， “抢票神器 ” 、
“抢票加速包” 并不能帮用户
插队买票， 只是操作速度比我
们人工操作要快一些， 才使之
抢票成功率稍微高一点 。 当
12306网站没有火车票时 ， 不
管使用哪种 “抢票神器” “抢
票加速包” 都抢不到火车票。
抢票平台不时成功帮用户抢到
火车票， 往往是捡漏的结果，
是有人退票、 改签了。 相反，
“抢票神器 ” “抢票加速包 ”
背后有各种坑， 除了获取用户
的隐私信息外， 还要让用户白
白多花钱。 对于这些有损用户
合法权益的行为， 市场监管部
门不能不管不问。

今年， 12306 “候补购票”
的新功能， 当网上有人进行退
票、 改签操作时， 系统会根据
排序， 自动将车票划入乘客的
购票账户， 方便用户捡漏， 这
项服务是免费的。 所以， 当我
们买不到火车票时， 与其迷信
要钱的 “抢票神器” “抢票加
速包”， 不如尝试一下不要钱
的 “候补购票” 功能， 这更靠
谱一些。

□张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