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时志愿从事养老服务存储时
间，年老时可提取时间兑换服务。前不
久，记者从南京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到 2020 年，南京将全面推广“时间
银行”互助养老机制，实现服务时间全
市通存通兑。本期来论，我们选刊3篇
来稿一起探讨这一话题。

——编者

不要看上去很美
赵丹青

所谓“时间银行”，简单地说即是人们抽出时
间去照顾老人，看护的时长就可以存入“银行”，
等到自己年老需要照顾时再“取出”，享受同等时
长的免费养老服务，亦即“今天我帮老，我老有人
帮”。作为一种有效的互助养老方式，“时间银
行”既能减轻子女和政府的负担，同时也有助于
全社会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良好风尚，刚
一面世就备受好评。

不过推广“时间银行”面临的“肠梗阻”也清
晰可见。譬如，由于时间跨度很长，如何保障不

会出现“时间坏账”呢？由于养老服务是难以量
化考核的，“我”今天的付出怎么能保证“我”明天
的收益呢？时间币又能否“通存通兑”？诸如此
类问题，若缺乏一个健全的机制予以有效解决，
那么“时间银行”很容易沦为镜中花、水中月，仅
仅是看起来很美。

解决养老难题的有益尝试
戴先任

古人称孝的三个层次为：“大尊尊亲，其次弗
辱，其下能养”。不要把养老变成了单方面的“供
给”，比如通过“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新模式，就不
仅能让老人老有所养，还能让老人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通过“时间银行”，让养老变成了“种善
因得善果”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激发年轻人的责
任意识、参与意识。这样才有利于达至尊老养老
的最高层次。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新模式，是解决养老
难题的有益尝试，拓宽了社会尊老敬老的路
径，值得各地借鉴与推广。“时间银行”带来的
启示更在于，在解决养老难题时，要拓宽眼界，
拓展养老途径，要化不利为有利，这样才能不
至于让养老成为单纯的社会负担与压力，反倒

能够成为社会向善、向上的动力与力量，让养
老成为全社会“甜蜜的负担”。

期待经得起时间考验
袁浩

这样的制度设计看起来十分理想，如果运转
状况良好，在“时间存款”的储存和支取上能够进
入一种良性循环，那么必将有无数老人从中受
益。然而，再美好的制度真正进入实践后，总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从 1999年开始，上海、北
京、成都等地就先后开展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
的社区试点，让志愿者将志愿服务以时间形式储
存起来，日后可以从银行领取别人为自己服务的
时间。但时至今日，这些“时间银行”大多沦为空
中楼阁，陷入了难以为继的窘境。

“时间银行”具有民生性、公益性和社会性，
既需要政府介入，也需要民间参与。因此，我们
在对“时间银行”报以热切期待的同时，更衷心希
望有关方面能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加强统筹
协调，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解决“通存通兑”和

“转移接续”问题，同时带动更多的志愿者社团、
企业参与，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共同建立长效
公益机制，经得住时间考验。

给“时间银行”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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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南

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在
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如何开展好、有实效，是最关
键的问题。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不久
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各地区各部
门在开展主题教育中要注意抓“四个到位”，即抓
思想认识到位、抓检视问题到位、抓整改落实到

位、抓组织领导到位。总书记“四个到位”的重要
要求，为深入推进主题教育指明了努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抓好主题教育，必须解决实质问题、注重实
际效果。当前，在理论学习方面，一些党员干部
学而不深、学而不实、学而不透；在思想信念方
面，一些党员干部信仰之基不牢、精神之钙不足、
思想之舵不稳；在落实整改方面，一些地方纸上
整改、虚假整改、喊得多做得少；在组织领导方面，
一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强，弱化、虚化、边缘
化等问题还没有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到位”的重要要求，抓到
位、做到位，才能更有为。

“欲事立，须是心立。”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
认识到位，行动才会自觉，而学习的深度和力度，决
定着认识的高度。从这一角度来说，每一名党员干
部都应该在这次主题教育中认真“照照镜子”，以

“吾日三省吾身”的态度问问自己：该学的东西是否
学到位，该做的事情是否做好了，应尽的责任是否
尽到了？有则改正，无则加勉，以久久为功、日积月
累的学习和思考，推动思想认识不断提高。

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
显著特点和优势。开展好主题教育，必须奔着问
题去。很多时候，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
发现问题，不敢直面问题，无力解决问题。我们
要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以闻过则喜、知
过就改的胸襟，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
意见，避免隔靴搔痒、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把问
题找到找准，把根源挖深挖透，做到心中有数、心
中有方。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
也。”抓而不实等于不抓，抓整改就要真刀真枪、
动真碰硬。我们要把“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终，
既要治已病，又要治未病，既把该堵塞的漏洞堵

塞好，又把该完善的体制机制完善起来。要以解
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为衡量标准，把评判权交给群
众，积极回应群众关切，高度重视群众评价。对
于落实整改不力的，该批评的认真批评，该处理的
严肃处理。

教育效果要落实，“关键少数”作好表率是关
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组织领导到位”，就是要求
党委领导务必尽到职责、发挥好带头示范作用和组
织领导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带头调查
研究、带头检视问题、带头整改落实，先学一步、学
深一点、先改起来、改实一点，把标杆立起来，以上
率下、率先垂范，让广大党员干部激发学的劲头、坚
定改的决心，推动主题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只要我们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以“四个到位”推动主题教育不断深入，继
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
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我
区近 160 万党员和 8 万多个基层党组织就一定会
无坚不摧，我们也必然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到位才能更有为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何冠军

我们常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其实，换个
视角思考，走路者和路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就是过去
所有人生体验的总和。人们每天所走过的
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自己的视野范围、认
知角度、思考方式。可以说，道路如同“压模”
一般，于无声中在个人身上留下印记，并塑造
着我们的处事态度、行为习惯。这种潜移默
化的影响，虽不易察觉却客观存在。

因此，走什么样的路，不仅仅是一种选
择，也体现为人对道路环境的理解和认同。
可以说，在选择道路的同时，个体也将自身融
入环境，就能成为道路风景的一部分。

生活中，时常会遇到许多美好的事物，但
往往只能“取一瓢饮”；走好人生之路，也必须
自觉抵抗歧路的诱惑，专注走好内心认定的那
条道。据说有人曾问米开朗基罗创作经典雕
像大卫的秘诀，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很简单，
把所有不是大卫的大理石都去除，大卫就诞生
了。”看清自己“想要的那块石头”，扭住目标，
踏实笃行，我们才不会在前行的道路上迷茫焦
虑、逡巡不前。

俗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有时候，即
便选准了前进的道路，处身于同样的环境，但
不同的人也会葆有相异的心态。譬如，有的人
一开始激情充沛，可一旦遇到麻烦、挫折，就开
始变得萎靡、消沉。他们被问题难住、被困难
吓倒，甚至认为奋斗无用，索性选择后退或绕
路。其实，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坚持是一种可
贵的力量。回望过去，谷文昌以人生一粒种，
换来“漫山木麻黄”；杨善洲退休又钻山沟沟，
20余年绿荒山。成功的路上其实并不拥挤，事
实证明，那些朝着理想与目标积极进取、久久
为功者，终能实现人生价值。

相对来说，平坦、起伏较小的道路，的确比
较好走。但正是这样的路，反而容易让人对
潜存的风险放松警惕。正如古人所说，“却是
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这启示我
们，无论生活、事业是否一帆风顺，都有必要
提醒自己，多总结经验、教训，注重培养打逆
风球、啃硬骨头的能力。当心智足够成熟、能
力足够强大，我们就能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
战，把生活过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一位作家曾写道：“老马识途，仅是一方
面；‘途’也在塑造途中的老马，从姿态到个
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其实也是路“走”出
来的。“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不断校
正行进姿态，将行路体验、路人经验转化为行
稳致远的持续动力，那么即便人生道路再迢
遥、再崎岖，我们也能保持坚定、执着的前进
姿态，抵达心中的远方。

人也是路“走”出来的

□王文婧

健康教育对于青少年是刚需。日前，有专
家建议把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
入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并把每周安排0.5课时健
康教育课，确定为中小学法定责任。

教育部《体质调研》相关数据显示，近30年
来，青少年身体素质一直在下滑，尤其是运动能
力不断跳水，力量、速度、爆发力以及耐力等体
能指标令人堪忧。更可怕的是，学生体质健康
问题还出现了低龄化现象，不仅是青少年，越来
越多的“小豆芽”“小胖墩儿”出现低年级群体
中。健康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不仅是全民共
识，更是大势所趋。

近年来，各地中小学校也因地制宜、积极
探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校健康教育活动，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多年的教育实践过程
中，也遭遇过种种尴尬。有的学校不断挤压体
育课时间，有的老师把劳技课变成“自留地”，有
的任凭课间操、眼保健操流于形式，有的甚至把
体育与劳动作为惩罚手段⋯⋯健康教育课变
成低人一头的“副科”，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由此可见，专家建议义务教育阶段安排一
定的健康教育课时，值得借鉴考虑。让健康教
育课在学校成为“又说又练真把式”，需要教育
主管部门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健康教育在学校
教育中的地位，将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
计划，配备专门的教师授课，严格落实健康教育
课时，对教师、学校进行相应考核，从而倒逼学
校、教师、学生更加重视这门课程。

健康教育的最终目标还是要提升孩子的
健康素养，实现向行动的转化。健康教育不是
一个躺在文件里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悬在空中
的目标，不能只靠知识灌输，还要在有机结合渗
透上下功夫。像内蒙古开展的“万名少年上马
背”特色体育课，广东将划龙舟引进课堂，从借
助种植、烹饪习得营养知识，到利用出游活动增
长生活技能，将课堂内健康教育与其他学科、课
堂外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发挥整体教育效应，才
能激发孩子们参与的积极性，取得“润物细无
声”的效果。

少年强则国强。在不远的未来，青少年将
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家庭的脊梁，“读好书就能
走遍天下”的逻辑不再适用，只有健脑又强身的
健康中国人，才能担起家庭的重任，塑造国家的
未来。补齐学校健康教育课这一短板，上好健
康教育这堂课，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上好健康教育必修课

□段官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严书记”刚宣判不
久，最近“童所长”又被立案调查。两个事件起
因经过，有一个惊人相似的共同点，用网友的
话来说叫“实力坑夫”。仿佛整个问题都出在
了“夫人身上”，因而才被顺藤摸瓜、“拉下水”；
反之，“严书记”“童所长”们似乎本是“安静的
美男子”，无缘无故“惹尘埃”“锅从天上来”。

其实，细心观察“童所长”相关通报不难发
现，“童小华在担任渝北区公安分局石船派出
所所长期间涉嫌其他违纪问题”这么一句话。

言下之意，“童所长”本身并不干净、也站不住
脚。加上，之前对“严书记”调查揭露出来的丑
恶形态。完全有理由相信，“实力坑夫”只是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预兆，就算没有“太太
反腐团”，“严书记”“童所长”们早晚会跌下马、
栽跟斗。

家庭是一个人成长的土壤和港湾。俗话
说“一家门出不了两样人”，家风家教势必会左
右一个人的品行修养、道德情操等等。其中，
家长作为一家之主，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健不健
康，往往就取决于家长个人操守和精神涵养的
高低。于领导干部而言，家风建设无小事，家
风背后是党性意识和政治作风。现实生活中，

那些容易被枕边风、耳边风吹软，被大舅二姨、
三姑六婆裹挟的人，往往也是自身定力不足、
纪律意识不强，怀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
落 后 观 念 ，大 搞“ 封 妻 荫 子 ”“ 肥 水 不 流 外 人
田”；再如那些“受贿亲兄弟，收礼父子兵”的腐
败分子，把家当成“权钱交易所”，自己是所长、
夫人是会计、子女是出纳。家风不正，家门迟
早不幸。

家风与家风的差距，根子上是人与人的差
距。《官场现形记》里有个官员绰号“荷包”，专
门捞钱“无利不起早”，在其耳濡目染、潜移默
化之下，其三弟变成了“三荷包”，也是蝇营狗
苟、卖官鬻爵者。自身修养不过关、思想出问

题，长此久往必会传染给亲人 、家人，把家风
搞得乌烟瘴气。相反，唯有时刻砥砺信念、秉
持初心，才能以身作则 、澄澈家风。1937 年 9
月 27 日，朱德同志在写给妻子陈玉珍的信上
告诫其，设法培养家族后辈子孙上革命战线，
同时声明“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
我处”。

从“严书记”到“童所长”，事实一再证明，
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若想真正做到洁身
自好、干净干事、“不被妻坑”，还得重视家风建
设 、家教涵养，更得从严于律己 、严于修身做
起。如此，个人作风正则家风家教正，家庭才
能成为前行进步的助推器而非绊脚石。

领导干部家风无小事

范思哲、蔻驰等国际品牌在多款产品或
官网上，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划分为国
家。尽管事后迅速道歉，以求平息舆论，但
看上去更像是向“中国市场”道歉。

——据央视新闻
锐评：一个跨国企业在中国经营，不尊

重中国的主权，不敬畏中国的法律，小心被
中国人民拉入“黑名单”，最终落得个“秋风
凉凉”。

“××，我到家了，你还追呢。认识这车
吗？开回来了。”近日，越野车队疯狂碾压内
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并向当地政府发
布挑衅视频事件有了最新进展：越野活动组
织方北京洪坦汽车订制改装中心主动归案，
接受处罚并道歉；视频拍摄者邵某已被开
除，其也向多伦县及县长道歉。

——据《南方日报》
锐评：破坏草原还公然挑衅，哪来的底气？

从免费阅读到花钱“追更”，消费者正在
读书类 APP“诱导”下，逐渐接受付费阅读。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18 中国
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中国数字阅读市场
规模已达 254.5 亿元，六成数字阅读用户愿
意为电子书付费。

——据《经济日报》
锐评：天下没有永远免费的午餐。在

规范上下功夫，让经营方式文明有序，各类
文化产品才能有更大更长远的发展。

前不久，郑州的张女士很无奈，自己献
了 9 年多血，母亲用血时却被要求“证明你
妈是你妈”。据报道，张女士从 2004 年开始
献血，已经有 9 年多时间，2018 年张女士的
母亲患病需要用血，按照法律规定，无偿献
血者的亲属可以免交或减免一定费用，于是
近日张女士便到血站报销费用，可血站非得
要求张女士证明她母亲和她的关系。

——据澎湃新闻
锐评：“证明你妈是你妈”不是“技术壁

垒”而是“态度壁垒”，其背后折射的是公共
服务的粗劣，凉了热血伤了民心。

近日，杭州调整应届高学历毕业生一次
性生活补贴标准，将由原“硕士 2 万元、博士
3 万元”调整为“本科 1 万元、硕士 3 万元、博
士 5 万元”。此次本科生首次被纳入补贴范
围，是杭州继降低落户门槛之后又一引人新
招。高补贴和低门槛为人才进入杭州打开
大门，势必为杭州吸引更多人才。

——据《钱江晚报》
锐评：人才是城市的“诗与远方”守护

者，引得进更要留得住、用得好。

十几元一只的烤鸭是激素鸭、小龙虾生
活在污水里、可乐能把整条鱼“溶解”、醋蛋
液包治百病⋯⋯这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健
康提示”，时不时就会出现在亲友群、朋友圈
里，给不少消费者造成困扰。

——据人民网
锐评：让科学、理性、真实、权威的声音

跑赢伪科学、占领朋友圈，才能有效减弱、遏
制食品谣言的传播和危害。

出示学生证不但可以在旅游景区购票时便宜不少，还可以在一些餐厅、电影院享受学生价
格。有些人因此动了歪心思，用假学生证享真优惠价。专家建议，学生证应制有全国统一的防
伪标识，并加大对售假制假商家的打击力度。 新华社发 郭德鑫 作

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