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假期一晃而过， 年的余
味儿尚留于存， 和家人亲朋的相
聚， 外出旅游的美好心态， 乃至
宅在家里的慵懒散状， 伴随着开
班第一日 ， 每个人就应该认识
到： 新的一年又开始啦！ 对春节
假期有再多的留恋与不舍， 也须

尽快从其中拔出来。 须知， 时间
不等人， 幸福好日子也并不会凭
空而来， 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
是即时回归到奋斗的姿态。

于各级干部， 应立即回归角
色， 扎实推进工作的开展。 尽管
各个部门都会召开收心会， 但是
真正做到收身收心， 归根到底要
靠个人。 要明白 ， 每 一 名 干 部
身 上 都 担 负 着 党 和 国 家的重
托， 要把各项好政策落实； 更肩
负着人民群众的信任。 所以， 伴
随假期结束， 当全身心回归工作
状态， 让政令更加畅通， 让人民
群众办事更加顺畅， 让社会更加
谐稳定。

于各个岗位劳动者， 更须及
时收心归位。 事实上， 一些特殊

岗位的劳动者在春节假期一直在
坚守， 实属不易， 值得点赞。 而
对于享受了假期的劳动者而言，
更应该做到 “年后开工， 满血复
活”。 尤其是， 年后返程的务工
大军， 对新一年充满了新期待，
更须以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奋斗精
神激励自己， 在岗位上出彩， 让
生活更美好幸福。

于农民群众而言， 抢抓农时
很重要。 借助媒体报道， 在一些
地方农村， 广大农民群众在扭秧
歌、 看大戏、 闹新春之余， 也积
极行动起来， 忙生产、 抓管理、
查行情……毕竟抢抓农时农事很
重要。 当然， 于农民而言， 更须
侧重于现代农业知识的学习， 还
有就是电子商务的学习， 从而使

自身的综合素质与时俱进地提
高， 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于大中小学生而言， 勤学长
本领就是天职。 寒假虽尚未真正
结束， 但是于学子， 应该提早收
心。 当然， 有的家长视孩子情况
报了补习班， 只要在孩子的承受
范围内， 对孩子有益处就未尝不
可。 不过， 回归学校后， 学子本
人应认识到， 人生最美好的就是
学生时代 ， 扎实学习 、 苦练本
领， 不仅是以后生存的需要， 更
是为了建设更强大的我的国。

在社会中， 我们每个人都担
负着一定的角色， 这个角色或许
看上去不起眼， 但却是社会和国
家所不能缺失的。 “人民创造历
史， 劳动开创未来。 劳动是推动

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 作为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奋斗的意识
与觉醒。 要知道， 日新月异的新
时代， 唯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
幸福的人生， 唯有持续奋斗的民
族才会有繁荣强盛的未来。

“小到勤劳致富， 大到勤俭
建国， 惟一勤尔。” 喜庆的春节
假期一晃而过， 总感觉太匆匆，
意犹未尽。 但是， 一年之计在于
春， 一生之计在于勤。 因此， 在
这 个 奋 斗 者 的 新 时 代 ， 让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成 为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奋 斗超人 ， 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 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用全
新的面貌、 饱满的精神， 投入到
新一年的工作和学习中， 跨步向
小康社会进发。

■长话短说

近日， 一则关于项城市范集镇卫生院张贴 “生意
兴隆” 对联的视频在网络疯传， 引发网友热议。 2月9
日， 范集镇卫生院针对此事件发表一则致歉声明称，
此事系后勤人员工作失误， 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全体班子成员表示坚决改正错误， 深表歉意， 并在今
后的工作中以更加严谨的态度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
继续全心全意地为辖区广大居民的健康服务， 虚心接
受社会监督。 （ 2月10日澎湃新闻） □陶小莫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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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让老年人远离“三无”保健品侵害

■世象漫说

以奋斗者姿态开启新年新篇章

不能让原创电影
再受盗版欺凌

□李雪

■今日观点

劳动是孩子
最需要的“寒假作业”

杨李喆：2月9日，四川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一女童不小
心从游览区跌落到大熊猫饲养
池，很快熊猫便围了上来，保安紧
急将其拉出。“熊猫是熊，不是猫，
别被可爱的表象迷惑。” 的确，大
熊猫看上去憨态可掬， 但其还是
熊，具有一定攻击性。“熊口脱险”
实则是庆幸至极， 但同时更是对
旅游安全的再警示。尤其是，当下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正通过旅
游的方式不断展现和持续释放出
来，更须认识到，旅游安全是旅游
业的生命线。

大熊猫也有攻击性
游客需要小心

李英锋 ：带着 “贺岁档 ”“国
产科幻片”“刘慈欣”等标签，电影
《流浪地球》 大年初一上映后口
碑、票房双丰收。电影在吸引观众
的同时， 也吸引了不怀好意的盗
版者。 我们不能让原创的电影知
识产权再“流浪”，再受盗版欺凌，
而是应该明确共识，整合力量，拿
出决心，拿起法律武器 ，把 “流浪
知识产权”推入法治轨道。

交一笔诚意金， 可领一套保
健品，次日现金全额返还，等更多
老人上当后， 再卷钱消失……湖
北襄阳警方近日成功破获一起专
门针对老年人，以“买保健品返现
金”为幌子的诈骗案。目前核实当
地有25名老人被骗， 涉案金额17
万余元。（2月10日新华网）

以骗财为目的推销， 需要谴
责，而更值得去反思的是，观察这
些“三无”保健品的营销对象，有
个鲜明的特点， 那就是有的放矢
地针对老年人大打情感牌， 而骗
子锁定老人为行骗目标就是看中
了老年人的特点，一方面，老年人

省吃俭用多具有一定的积蓄，骗
子就是看中了老人的钱包， 利用
老人寂寞的感受报以虚假的关心
骗取老人欢心；另一方面，老年人
对自己健康的忧虑， 子女忙碌于
工作，无暇陪伴老人的孤寂，加上
老人接触社会机会减少、 知识陈
旧， 此时利用新词汇伪知识给老
人健康以虚假的承诺， 以至于让
“三无”保健品掏空老年人的腰包
而屡屡得手。

面对日趋猖獗的“三无”保健
品市场乱象， 需要监管部门通过
更有力的法治手段规范市场。一
方面，要规范市场的销售行为，要

求保健品商家必须证照齐全，明
码标价，同时，有必要设立老年人
购买保健品的 “法定冷静期”制
度， 即老年人购买保健品在一定
期限内，享有无理由退货的权利，
以避免老年人非理性消费可能带
来的损失； 另一方面， 在严厉打
击、 强化监管的同时还应有针对
性地加强保健食品科普宣传，组
织针对老人的专业健康知识讲
座， 增强对真假保健品的辨识能
力， 帮助老年人正确认识保健食
品功用， 甄别相关欺诈和虚假宣
传行为， 让老人自觉建立对骗子
的心理防线。 □吴学安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生之
计在于勤。因此，在这个奋斗者
的新时代， 让我们每个人都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奋斗超人，以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舍我其谁
的使命感，用全新的面貌、饱满
的精神， 投入到新一年的工作
和学习中，跨步向小康社会进发。

据网友爆料， 7日下午3时左
右， 一辆四川牌照轿车车主在春
节假期期间自驾至大理游玩时，
在大理洱海边洗车， 引发关注。
8日下午， 记者从大理市委宣传
部获悉， 事发当日下午在洱海边
洗车的一家子， 8日上午已经离
开大理。 当事人对自己的行为感
到后悔， 愿意接受处罚。 （2月
10日 中新网）

眼下 ， 春节自驾回家过年 、
外出旅游的越来越多， 可你自驾
就自驾， 从四川跑到云南也挺辛
苦的， 但你干啥非要在洱海边洗
车 ？ 难道不知道洱海边不能洗
车？ 就算真不了解有这一规定，
那洁净无暇的水你看不见吗？ 怎

么忍心将车身上的污泥洗到水里
呢？ 如此画风即便别人不说自己
不觉得大煞风景吗， 一家人居然
还能洗得不亦乐乎？

在过年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
情 ， 给全国游客敲响了文明警
钟。 近年来， 不止在云南， 在全
国各地的景区， 各种污损、 破坏
文物、 景观与环境的 不 文 明 行
为 和 违 法 事 件 都 时 有 发 生 ，
令人深恶痛绝 。 仅在去年 ， 就
有游客因破坏世界自然遗产、 三
清山巨蟒峰而被提起公诉， 及一
游客在杭州西湖景区文物古迹上
三次刻字被抓获等事件发生， 让
人极为愤慨。

这些不文明甚至涉嫌违法犯

罪的行为实乃旅游之害、 景观之
敌， 也是社会公愤之所在， 必须
旗 帜 鲜 明 地 向 这 些 陋 习 丑 行
说不。 都说新年新气象， 值此新
春佳节之际 ， 不如许下一个心

愿， 由衷希望新的一年里能够推
陈出新， 永远告别这些旅游不文
明行为， 让旅游更美好、 景色更
美丽。

□徐建辉

“洱海洗车”再敲旅游文明警钟

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赵军│本版编辑 康雪冬│２０19年 2月 11日·星期一

每年寒暑假， 总会有学生
奔波于各类补习班。然而，真实
的生活不是只有学习和工作，
让孩子们在繁琐的日常中体会
生活的真实， 成为不少学校寒
假作业的灵感来源。 上海嘉定
区启良中学要求每位学生在春
节前协助父母做一次家庭大扫
除，或为家人洗一次衣服。长宁
区实验小学要求学生们在寒假
至少“解锁”一项家务劳动新技
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
事情帮着做———每天主动承担
至少一项家务劳动， 为长辈做
一件实事。（2月10日《文汇报》）

事实上， 帮家人分担一点
家务活， 这本来就是孩子寒假
生活的应有之义。 劳动本来就
是快乐的， 家务劳动更有着亲
情的内涵， 于春节更增添了节
日的气氛。何况，这于当下，劳
动也是孩子最需要的 “寒假作
业”。中小学生不会劳动，已是
一个普遍现象。据调查发现，中
学生会洗衣服的比例只占到
20%左右， 甚至不少大学生连
洗衣服这样的生活小事都要依
赖家长。

记得以前，无论中小学，都
开有劳动课， 回家做家务劳动
更是十分平常。 如今劳动观念
的淡化， 势必影响孩子的全面
发展， 除了 “五谷不分四体不
勤”，甚至有可能造成人生观价
值观的扭曲。因为不会劳动，并
非只是个动手能力问题。 其中
折射出的是诸多品质的缺失，
譬如对父母的孝顺体贴和尊
重、节俭的生活观念、艰苦朴素
的作风、自力更生的精神等等。
而这于把孩子培养成健全合格
的人这样一个目标， 正是不可
或缺的。

而且， 于现在普遍重视的
“感恩教育”， 劳动应是其中最
重要的一课，只有劳动，才能体
会父母把他们养大成人的艰
难，才懂得知恩图报，由爱父母
进而爱社会、 由报恩父母进而
报效社会。古人云“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显然，于现在的
孩子们，劳动，实在是最重要的
一课，于寒假，当然更是一门十
分及时的回家作业。 □钱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