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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新闻已屡见不鲜：老年人在
家中孤独离世，而儿女一无所知，最早
发现的很可能是邻居或社区工作人员，
有的甚至已故多日才被知晓。这样的
悲剧令人叹息。为子女者可能会替自
己辩解，工作忙啊，路程远啊。可是不
管怎样的理由，面对亲人如此凄惨的结
局，怎能不肝肠寸断，不自责后悔？

目前的养老方式，绝大多数仍是居
家奉养为主。这是由国情特点和老人
自身需求决定的。这意味着子女是父
母养老的主体。中国历来有百善孝为
先的古训，把孝当作道德的首要衡量标
准。而现实是子欲孝人未空。社会的
高速发展迫使每人为衣食住行忙得焦
头烂额。有的离乡背井，外出打工，混
不出个人样来，还不敢回家。但不管怎
样的现状，要永远记得家中的老人正望
穿秋水，正默默咀嚼着孤独和寂寞。别
以为寄一点钱就以孝子自居，别以为打
一个电话就尽到孝道。正如歌词中唱
的：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
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陪他们
说个话，给他们捶个背，就能兴奋好一
阵子。说到底，钱是赚不完的，物质是
没有止境的，而尽孝是有期限的，切莫
子欲孝而亲不待。让老人感觉到儿女
的孝顺、温暖，于我们自身而言，也是极
其舒心、温馨的。

不过，少子化、压力大、事务忙，是
当代社会的不争事实。要完全依赖子
女养老，或许是鞭长莫及、勉为其难的
事。政府应当仁不让担起养老的主导
责任。多建一些价廉质优的养老院、康
复中心，满足老人的临终关怀需求；多
建一些安全健康、普惠实用的老年活动
场所、老年食堂、老年大学、老年公园，
满足老人修身养性、娱乐学习、聚会交
流的需要。当然更重要的是夯实社区
力量，社区应有管顾老人的专职力量，
摸清辖区内老人状况，分类管理，因人
施策，特别是独居老人、伤病老人、高龄
老人，尤需重点关注。

前不久，富阳在落实养老服务业支
持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方面表现优
异，首次得到省政府督查激励。区政府
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创新形成“1＋
1＋N”升级版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即依
托1家示范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引进
1家专业机构，配套多个公益项目，实现
区域养老功能全覆盖。强化养老护理
员人才队伍，为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助浴
服务。自主研发的“空巢老人安全守护
平台”，用数字化解决居家安全难题，均
获得群众点赞。

要让老人生活有质量，归根结底，
还得看心态，老人自己要有主人意
识。前几年杭州曾发生两起悲剧。一

起是俩老年夫妻因独生女儿病逝而跳
楼身亡，一起是俩老年夫妻感觉自己不
被孩子需要，觉得无用了，竟走上不归
路。中国父母是伟大的，又是可悲的，
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孩子的附庸，一生都
在为孩子劳心劳力，缺少独立的自我存
在。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真正的生活
从退休开始。人老了，心不能老，应该
是自我做主、让生活丰富多彩的最佳时
机。当没有工作羁绊、家庭拖累、身体
尚可、物质允许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年
轻时未曾欣赏的远方，去做做平时无暇
顾及的爱好，去吃吃平时舍不得花钱的
美食。也可做做公益，发挥余热，比如，
退休教师主动去边远地区支教，就是自
身价值的最大化发挥。同时，老年人要
理解小辈的苦衷和生活方式，一味埋怨
无益身心；要有正确的生死观，面对疾
病和死亡，豁达待之，不消沉萎靡，不自
我封闭。当真的无法自理时，也要坦然
处之，顺其自然。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社会文明的
标志。随着老龄化的快速到来，政府应
未雨绸缪，担起主导作用；子女应恪尽
孝责，承担起主体角色；老年人也应有
老当益壮的心态，摆正自己主人的地
位。如此，老有所终，老有所乐，将成为
一道美丽、温情的晚霞风景。

让老年人生活有质量
□在路上

身边有一位60周岁以上的亲戚遇
到点烦心事，62岁的他身体很硬朗，自
感年纪也不大，想继续找份工，一来免得
闲着无事，二来给小辈减轻点负担。然
而，当他研究招聘信息后傻眼了，因为
年龄问题，所有岗位都将他拒之门外。
他不太理解，现在的60岁可不比从前，
明明还是壮劳力，怎么就不能就业呢？

这还真是个问题。
老年人求职无门，一方面，市场上

年轻劳动力众多，没有必要再用老年
人。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用人单位
不能与已退休的老年人签订正规的劳
动合同，因此一旦老人在工作中有什么
闪失，就会非常麻烦。因此，用人单位招
聘老年员工的积极性怎么都高不起来。

“活到老、干到老”，在老龄化社会，
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现在我国的退休
年龄是男性60周岁，女性50周岁或55
周岁，大多数人身体状况都还可以。他

们工作经验丰富、有人生阅历，可以胜
任很多年轻人不能做的工作。同时，作
为有日常收入和消费能力的老人群体，
他们带动的就业、消费，显然远远超过
贫穷拮据的老人群体。这对缓解老龄
化危机，无疑是积极的。

就从个体需求来说，生活中很多老
年人和笔者的亲戚一样希望再就业，尤
其是60周岁到70周岁之间的群体，身
体健康、思路清晰，虽然有一部分得帮
小辈带孩子，但是也有更多人选择自己
的生活。比如一些农村老人想在干得
动的情况下再多干几年，多备一些养老
钱；一些老人纯粹出于个人爱好，做一
些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一些老人退休后
闲下来不适应，发挥点余热。

由于我们现行的政策不支持老年
人再就业，致使老年人求职的途径主要
是两种，一种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碍
于情面不签相关的合同，为将来有可能

产生的纠纷埋下隐患。一种是通过网
上和路边小广告，就容易遇到骗人的

“皮包公司”，可能人财两空。正规途径
难求职，老年人再就业之路简直是“披
荆斩棘”。

2018年，辽宁省印发《辽宁省人口
发展规划（2016—2030 年）的通知》，要
大力发展老年教育培训，支持老年人才
自主创业，鼓励专业技术领域人才延长
工作年限。支持老年人再就业，首先就
要在法律法规方面给予保障，比如在应
聘解聘、同工同酬、福利待遇，特别是工
伤理赔等方面，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
益。其次，商业保险机构可以为老年人
再就业专门设计一些保险产品，以便解
除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当务之急是，我们要转变观念，重
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挥“银发人才”
的独特作用，用好用足“老年人口红
利”。

用好用足“老年人口红利”
□何芳芳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最近，“双减”政策成为网络热词，
引起全网的广泛讨论。所谓“双减”政
策，即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压减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教育是民生之基，“双
减”政策的出台不仅牵动了万千家长的
心绪，还将深刻影响教育领域的变革。

对于“双减”，支持者高呼“终于不
用内卷了”，反对者叹息“不补课，怎么
上好学校”，网络上众说纷纭。对此，笔
者认为，“双减”政策如果能踏实落地，
将解决诸多教育领域的难题，但也不可
忽视它将会产生的衍生影响。

“双减”有助于缓解教育焦虑，还孩
子们快乐的童年。现在的家长普遍存
在教育焦虑，“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中的“起跑线”被人为地往前推移，
从初高中一直推到学前班甚至胎教。

“双减”政策的出台正是要重新制定这
条赛道的竞争规则，让孩子们能够享受
一个阳光快乐的童年。

“双减”有利于增进教育公平，减少
教育的投入成本。以往，校外培训机构
扮演的是学校教育的辅助角色，但近些
年随着部分学校教育缺位和资本涌入
培训机构，培训机构越来越喧宾夺主，
以至于有部分家长将孩子的教育完全
寄托在培训机构上，本末倒置。与此同
时，培训机构高昂的培训费用不仅加剧

了家长们的经济负担，还严重妨碍了教
育公平性。“双减”政策将进一步规范无
序发展的校外培训机构，通过对培训机
构的整治促使优秀教师回流公立学校，
促进教育公平。

“双减”有助于回归教育本真，培养
孩子的学习兴趣。陶行知先生说过：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
人。”教育的本真便是求真知，做真人，
学真本领，养真道德。“双减政策”减轻
孩子们课业压力的同时，让他们能够有
更多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双减”政策是国家试图解决教育
问题的一次大胆尝试，出发点是促进教
育公平、畅通上下渠道，但它最终能否
达到预期效果，我们仍需考虑以下的因
素：首先，产生教育焦虑的核心原因在
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和职业教育的
失败。只要中考、高考分流依旧存在，
为了孩子未来职业发展考虑，家长还是
会想办法请家教、上培训班，这类需求
是难以杜绝的。其次，“双减”政策出台
导致许多校外机构倒闭，部分家长培训
费用得不到退回，对很多家庭造成了经
济损失。同时，培训机构的倒闭必然导
致大面积的培训教师失业。

总而言之，“双减”已是大势所趋，
我们都需要准备迎接一个教育新时代。

“双减”新时代的红与黑
□翁梅昕狄

从“FANS”到“饭圈文化”，从汲取
偶像正能量到追人设和流量，不知从何
时开始，“饭圈”慢慢演变为“怪圈”，泛
娱乐化、“流量至上”、拜金主义……各
种畸形价值观通过“饭圈”影响着社
会。根治畸形“饭圈”文化，需要多措并
举、标本兼治，才能凝聚合力、久久为
功，共同营造出文明有序健康的网上精
神家园。

切实履行平台责任，加强青少年教
育引导。微博、豆瓣等网络平台作为沟
通明星以及粉丝的桥梁，传播健康良好
的饭圈文化的媒介，更应增强自我净
化、自我管理的能力，建立健全不良信
息审查、过滤、投诉、即时处置的常态化
内部治理模式，应通过多种形式，进一

步完善社区规则和用户公约，合理优化
“饭圈”粉丝活跃产品的相关功能，强化
明星经纪公司、粉丝团规范管理，积极
宣扬正能量的偶像形象，引导饭圈走向
正确价值观，引导粉丝们热情又不失理
性地表达，尤其是青少年粉丝群体。

重视明星自身素养，弘扬社会新风
正气。欲从艺，先立德，高尚的道德情
操和精湛的专业技艺是成为一名优秀
的文艺工作者的必要条件，且德在艺
先。明星作为荧幕偶像，其特殊性在于
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影响社会大众的价
值观，因此要强化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
德，不断提升自身演艺水平，弘扬正确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青少年树立
良好典范。

饭圈有边界 追星需理性
□田燕清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以其经济、便
捷等特点，成为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
具，但与此同时，由于违规停放、充电不
规范等原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火灾的现
象也比较多。

前段时间，应急管理部正式发布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明
确8月1日起“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
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
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
电”，对于数量庞大且屡次引发事故，威
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电动车，终于依
法可管了。目前，已有多地依法对违规
居民开出罚单，做到了真管，敢管。但
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岂能“一罚了
之”。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具体问题，才
能真正解决电动自行车“上楼”的问题。

电动自行车能安全便捷停放是广
大车主的诉求。当下，一些电动自行车
车主将车推上楼停进家，其实并非本
意，更多是无奈之举。车主的无奈一则
在于担心电动车停放室外被偷盗，二则
在于担心爱车在室外风吹日晒容易毁
坏，三则室外无充电装置被迫回家充
电。事实上，只要城市、小区能够满足
车主的这些条件，车主其实更愿意将车
停在楼下，毕竟将车推上楼，哪怕有电
梯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况且电动自
行车还占用家中大量空间。理解了车
主的真实想法，制定措施、建设停放、充
电设施才能更有针对性，才更能得到车
主的青睐。

破解电动自行车“上楼”难题的关
键，在于给车主提供一个更加便捷安全
的停车充电环境。为此，首先要统筹规

划小区电动自行车的充电装置。尽管
小区集中充电桩的选址标准目前暂无
明文规定。但本着充分利用“边角零
料”的空闲地，且又尽可能的不扰民，还
方便居民停放电动自行车的原则，在摸
清电动自行车总量的前提下，统筹规划
小区充电桩的布局。同时，还可以结合
老旧小区的“旧改”工作，让小区充电桩
的建设合理美丽。而对新建小区，这一
装置应当成为竣工验收的“标配”。其
次，加强监控，防止偷盗，让车主停得安
心。一些车主之所以要把车子拖回家
停放，主要是担心被盗。比如，电动自
行车的电瓶是被盗的主要对象。因此，
在建设停车棚的时候要有安全措施，比
如监控装置，防盗报警装置，让盗贼望
而却步。三是合理收费是关键，千万别
吓跑车主。小区停车棚和充电桩投入
运行后，合理收费很重要。因为定价过
高，就会导致住户不愿意进来充电。如
果定价过低，会造成入不敷出，难以为
继。因此，制定合理的收费管理制度非
常重要。否则，这一“便民”工程就会成
为摆设。

总而言之，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和充
电设施看似是简单的小工程，其实是件
民生大事。因为它关系到车主们每天
外出交通的便捷程度，关系到居民居住
的安全舒适程度。因此，小区切不可对

“小工程”一建了之，而是要把“管理”紧
紧跟上，而且要“走心”，让便民工程真
正“便民”。

这样看来，只有管理走心，才能引
导电动自行车安全“下楼”，才能让车主
停得安心，用得舒心。

引导电动自行车安全“下楼”
□顾俊民

《退休以后》王怀申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