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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别让环卫工流汗又流泪

毛旭松

1959年10月26日，当时的国
家主席刘少奇亲切接见了掏粪
工人时传祥，把这一天定为环卫
工人节，蕴含着让全社会都来尊
重环卫工人的深意。半个多世纪
过去了，环卫工人的装备得到了
提高，但他们的待遇和地位并没

有得到明显改善，尤其是辛苦工
作还要忍受他人的白眼，这是对
环卫工的伤害。

尽管舆论一再呼吁尊重环
卫工的辛苦工作，可据媒体调
查，环卫工的心愿不仅是大家不
要乱扔垃圾还有是被尊重的渴
望。《女子扔蛋壳羞辱环卫工，你
就是干这个的》、《男子车内乱扔
垃圾，环卫工劝阻被扇耳光》，这
样类似的报道屡见不鲜，说明了
环卫工至今仍然受歧视，起码得
不到应有的尊重。前不久，武汉

一名环卫工劝阻宝马男别乱扔
垃圾被扇了两个耳光，后来相关
部门向这名女工颁发了1000元

“委屈奖”。试想，如果劝阻宝马
男不要乱扔垃圾的不是环卫工
哪怕是过路人，他可能就不会轻
易动手。为什么就敢扇前来劝阻
的环卫工耳光，很可能觉得被环
卫工指指点点是对他的侮辱。

这类歧视实际上在日常生
活中广泛存在着，很多人在潜意
识中就瞧不起服务行业从业人
员或者底层百姓，遇到一丁点事

就要借机发作，把对方当成出气
孔。认为环卫工是社会底层、是
被人瞧不起的偏见是根深蒂固
的等级观念在作祟。各行各业工
资虽有差别但职业没有贵贱之
分，城市可以三天无市长，但不
可一日无环卫工。环卫工人默默
无闻，低头埋于工作，这并不意
味着就低人一等，要忍受别人的
歧视。唯有打破等级观念，营造
人人平等的良好氛围，才是对环
卫工工作最好的肯定。

环卫工、农民工等不是卑微

身份的象征，尊严也不因职业角
色的改变而改变。如果说乱扔垃
圾还算是道德问题，那么恶意打
骂环卫工就上升到法律层面，扇
环卫工耳光的恶劣行为必须得
到应有的惩罚。当幸福感成为人
们常常谈论起的生活追求，环卫
工人的幸福是一种奢求吗？而不
被打，少一些辱骂，能够维护基
本权益的底线，这样的幸福其实
仅仅是他们应得的尊重和权利。
环卫工虽然是弯腰捡拾垃圾，但
他们的尊严却一直站得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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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父父母母都都上上班班，，接接送送孩孩子子成成难难题题

我来抛砖

@春暖小花开：现在的幼儿园和小学一般都是
四点多放学，但是按照家长们的工作时间，一般下班
时间夏天是五点半，冬天是五点。如果按时上下班，
学校放学了之后孩子必然会成为“留校生”。

特权小食堂当休矣

我有话说

尹鹏志(龙口市)

在一个办公楼上班，很少见
到领导吃工作餐。原来，他们在
二楼专门开了一个小餐厅。时
下，一些党政机关有专供领导使
用小食堂、小餐厅。即使在同一
食堂就餐，也要开辟专用区域吃
独食。“不够级别进不去”，“人家
饭菜好，不用花钱”…….干部群
众对此颇有议论。它不仅损害了
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是四风问题
根深蒂固的表现。

领导餐厅是一种特权象征。
有的领导干部自以为高高在上，事
事要求体现其“身份”。单独开辟的
小食堂、小餐厅，不用刷卡排队，有
专门的服务人员；甚至有的还提供
免费的水果、饮料等，特权现象显
而易见。虽然使用小餐厅或许并非
领导本意，沉溺其中不能自警却令
人忧心。我们的领导干部一面高喊

“联系群众”，一面不能跟普通群众
同吃同住。正如有的领导所说：“机
关干部是我们身边最近的群众，如
果离他们都那么远，还谈什么和群

众打成一片？”
俗话说“风成于上，俗形于

下”，意思就是上层的风气带动
下层的风气，领导干部的作风好
坏是搞好党风建设的关键。实事
求是地说，当下政府的公信力屡
受质疑，除了社会发展转型期本
身问题多发外，与部分领导干部

“特权”泛滥不无关系。领导干部
生活上处处讲享受，事事搞特
权，难免不会给自己的权力“开
小灶”。“领导小食堂”，看似一桩
普普通通的小事，其实并不小。

如若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形
之中就会助长特权思想、奢靡之
风，进而拉开与群众的距离。

当前，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
线活动，必须杜绝领导脱离群众
吃独食的情况。和机关干部一起
就餐，边吃饭边聊天，联络了感
情、熟悉了工作，何尝不是一举
多得的好事。我们要反对四风，
就必须打破“特权就餐”，再现

“同志式”的平等。领导干部吃啥
饭，在哪吃不重要；知道当什么
官，为谁当官才是最重要的。

新闻：安徽六安市民束先生告
诉记者，解放中路地下人防工程的
路面部分设置了公益广告，其内容
是“二十四孝”，但其中一条“埋儿
奉母”让人心惊胆战。“侍奉母亲是
应该的，但‘埋儿’能宣扬吗？这是
刑事犯罪啊。”束先生认为，这是一
种“愚孝”，不值得赞美，更不应该
作为公益广告。(中安在线)

点评：对待传统文化要辩证来
看。

新闻：2 . 8亿港元(约为2 . 2亿元
人民币)拍得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买主刘益谦随手拿来喝口茶，如此

“土豪炫富”的行为在网络上大肆
发酵，如今刘益谦王薇夫妇索性趁
热打铁，推出龙美术馆特制的高仿
鸡缸杯1万个。每个定价288元，号
称“并不挣钱”。(新闻晨报)

点评：高，实在是高！

新闻：离双11不到一周的时
间，天猫、京东、苏宁等各大电商都
争先展开预售活动。面对即将到来
的“送货高峰”，多家快递公司开始

“招兵买马”，并打出了月薪万元的
招聘口号。而为了“抢”到腿脚麻利
的快递员，他们甚至争相标价———
这边喊到一万，那边就敢喊一万
二，更牛的快递公司甚至给出了一
万五。(北京青年报)

点评：挣的都是辛苦钱。

新闻：“村支书妻子名下竟有
500多亩耕地，开着豪车每年领取4

万余元的国家粮食直补款。”10月
23日，陕西岐山县蔡家坡镇落星堡
村二组村民惊叹。而该村支书李拉
成说，只是暂时将粮食直补款打到
媳妇名下。岐山县纪委、县财政局
相关负责人称，该村支书行为违
规，目前已介入调查。(华商报)

点评：大地主周扒皮也自叹弗
如。

@沫沫唧唧：哪有那么十全十
美的办法，总不能不工作了。

@耀眼的猩猩：我们也是头
疼，还在努力找保姆，因为两个人
都很忙，还经常出差。

@秋落—风声：孩子下午一般
要3点半接送，我和孩子爸爸都要5

点下班，奶奶也在上班，平时都是
爸爸接着放到他单位办公室下班
再给带回来。

@楚楚的天空：其实说起来以
前一个家庭那么多孩子，不也是
散养着带大了，而且也没那么多
问题。

@鱼铭888：好多家长把孩子
放学到自己下班那段时间送到

“小饭桌”，由专人看管孩子写作
业，等自己下班了，孩子作业也写
完了，一举两得。不过这些小饭桌
通常都没有正规资质，一旦出了
什么问题，不知道该找什么人负
责。

@黑豹：最好能找到同小区同
幼儿园的家长，顺便把你们小孩
一起接回来，等你下班了去他家
接，放心方便又不贵。

来源：17路论坛

即使现在占有70%、80%甚至
90%的市场份额，过一两年没人
用这个产品，这是最可怕的。真
正颠覆你的根本不是跟你做一
样事的人，正如颠覆IBM的是微
软，而微软又被谷歌颠覆。

——— 李彦宏(百度创始人)

来自山东的一位语文优秀
青年教师说 ,她参加了市里青年
教师座谈会“我是所有发言代表
中唯一不读稿、用讲故事的方式
讲了自己学习成长的经历，征服
了全场。谢谢您的教导，故事是
世界通用语言，讲中国故事先要
讲好自己的故事，做一个会讲故
事的人。”见真语文老师成长 ,大
悦!

——— 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

名嘴说事

牟永(芝罘区)

如果说公交车是城市的一道
风景，那么，公交车站亭就是一个
城市的窗口。随着低碳环保出行
理念的逐步推广，乘坐公交车的
市民会越来越多。因此，公交车站
亭的重要性也将越来越大。

现在市区的公交车站亭除
了有一些广告，大多数空间、设
施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例
如：候车用的金属凳子常常很
脏，而且还经常有极少数不自觉
的人站在凳子上。结果，很少有
人愿意坐凳子，好好的惠民设施
无法物尽其用，资源浪费。多数

公交车站亭给人以脏乱的感觉，
严重影响城市的形象。为此，我
们希望有关部门想办法管好用
好公交车站亭。

在这里，我先谈一点个人看
法，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
用。首先，我觉得对于公交车站
亭应该定期进行卫生清理，尤其
是配备候车用的金属凳子。铁凳
子应该制定周期粉刷，不锈钢凳
子也应该经常擦洗，让凳子真正
起到可以让人休息等候的作用。
同时，应该增加一些文明提示看
板，对于那些有不良习惯的人来
说是一个警示，可以减少大多数
的不自觉行为。

此外，我认为应该在公交车
站亭增加一些阅报栏，使长时间
等候的市民可以增加知识，而不
致荒废时间。当然，实行以上措
施肯定会增加相关部门的工作
量。不过，我想可以通过发动义
工自愿服务的方式解决一部分
困难，也可以在公交车站亭内配
备一些有标识的工具，让等候乘
车的市民可以自助收拾卫生。我
想，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和文明
素质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
些工具应该不会丢失、损坏多
少。如果哪个公交车站亭丢失物
品较多，也可以进行一下公示，
提醒大家自律。如果条件许可，

也可以增加监控，加以防范。
我相信通过实行以上措施，

可以使公交车站亭焕然一新。而
且，改善了的环境也会大大减少
不文明行为。因为，外界环境对
人是有很大的暗示作用的。大家
都知道，在一个高档场所，很少
能看到有人随地吐痰，一个干净
卫生的环境会提高个人的自律
能力。相反，在一个脏乱差的环
境，大家的自律能力就会很差。
所以，我也相信随着公交车站亭
整体情况的改观，极个别人的不
文明行为也会越来越少，我们整
个城市的文明素质也会越来越
高！

让公交车站亭成为展示文明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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