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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升升养养老老服服务务让让城城市市有有了了温温度度

2013年末，滕州60周岁以上老人
已达25.71万人，占总人口的15.2%，已
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日渐增多。投资8000万元的滕州市
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将于近
期开工建设，设计新增养老床位
1200张。(《齐鲁晚报》4月2日报道)

看到这一消息，笔者倍感欣
慰，不禁为当地政府惠及民生的政
策拍手叫好。众所周知，随着中国

老龄化的到来，养老成为人们无法
回避的话题。而一个社会是否具备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的能力，直接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
力，这也决定了老百姓生活的幸福
指数。滕州养老服务由补缺型向适
度普惠型转变，到2015年每千名老
人养老床位超过30张。

毋庸讳言，除了物质生活，老
人的精神生活更需要社会关注。除

了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居家养老
也应该大力推进；特别是政府应创
新思路，多措并举，进一步强化新
建居民区建立健全养老服务设施
的政策实施速度，最好以立法的形
式确定下来，从而让老人能够安享
晚年，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养老权
益。

据介绍，目前，滕州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

段，养老服务需求日渐增多。滕州计
划到2015年，基本建立起以居家为
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不仅是滕州一
地，从全国形势看，老龄化速度正
在加快，而传统的养老模式也正在
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多元化的养
老模式正在逐渐形成，居家养老与
新建小区配建养老设施也日益受
到政府重视。滕州所采取的的养老

模式，不仅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规范
性，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全新的
养老思路，值得借鉴与推广。

滕州当地政府的有力举措，无
疑会给那些需要关爱与呵护的老
人以极大的慰藉，让他们感受到我
们居住的这个城市的温情与人文
关怀。唯有如此，政府部门的公信
力才不至于流失，也才会得到最广
大人民的衷心支持与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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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控制机动车尾气污
染 ,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保障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经枣庄市政
府 同 意 , 决 定 4 月 1 日 起 , 对 各 区
(市 )、枣庄高新区的城市建成区
实施黄标车区域禁行。记者调查
了解 , 4月 1日当天 ,市中区限行区
域仍有黄标车闯入 ,本月内对闯
入市中区限行区的黄标车主要以
劝 导 为 主 , 下 月 起 将 开 始 处 罚 。
(《齐鲁晚报》4月2日报道 )

据权威部门证实，PM2 . 5致
癌已成定论。在这样的现实语境
下，一边是城市空气重度污染，
广大市民生活在“毒霾”之中；一
边是黄标车在城市之间为PM2 . 5

的增加贡献了力量。治理城市扬
尘，整治城市黄标车违规上路，
相关部门与之战斗的时间可谓久
矣，但是仍有一些黄标车驾驶员
因一己之私，置政府治理空气污
染的大局于不顾。广大市民在感
到痛心的同时，又感到强烈的愤
慨。

市中区环保局工作人员介
绍，禁行车辆为黄色环保标志车
辆、无环保标志车辆、高排放 (冒
黑烟 )车辆。这类车辆“污染排放
不达标，对大气造成严重污染”。

那些平日里不顾政府治理环
境大局，随意上路，无视交通禁
令的黄标车，到了非治不可的时
候了。交警和交通运输部门多年
来对肆意行驶的黄标车，污染环
境，无视交通信号灯和漠视他人
行车权力行为的整治一直未有间
断 。虽 然 取 得 了 较 为 显 著 的 成
效，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黄标车
依然行驶在路上，肆无忌惮地排
放着不达标的尾气。

鉴于此，交警和交通运输部
门应实行有效联动，对黄标车建
立健全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而
不是运动式执法的短期行为。对
那些无视大气治理及环保制度，
无视交通法规，随意上路，刻意
躲避监察的黄标车司机进行严厉
惩处。同时加大并严格对驾驶员
和相关单位的培训力度，提升其
环境保护意识和交通与驾驶素
养，使文明行车遵规守纪成为习
惯。只有多措并举长效治理，我
们才能将黄标车的污染程度降到
最低。 （冯波）

治理黄标车

应建立长效机制

““兔兔倌倌””，，让让梦梦想想插插上上了了翅翅膀膀

再过几个月就到暑假，即将
又有一大批学生毕业，在这群学
生中，“90后”占据主体，纵观上
周的报纸，“90后”买房，“90后”创
业等字眼经常出现。“90后”作为
年轻的群体，大多刚踏入社会不
久，常常被人称之为“叛逆的一
代”。然而，也有一些“90后”凭借
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敢
于追求自己的理想，去拼搏。
(《齐鲁晚报》4月2日报道)

“90后”小伙放弃在北京的
白领生活选择回家乡创业，也许
在很多人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
文中虽没有过多的介绍但是读

者却可以想象得到。“创业初他
花四万元买了一百只母兔子，满
是期待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忙
碌了近三个月繁殖出两批小兔
子，但是由于技术不可靠，最后
只 撇 下 十 几 只 ，损 耗 率 将 近
90%......看着小兔子一只只从窝里
拿出来并埋了，他内心充满了彷
徨和伤痛。”新闻标题虽用了

“‘一不小心’成功了”但是背后
的辛苦又有谁能体会。

前几天凑巧遇见了高中同
学，得知他和另外一个同学大学
毕业后合伙开了一家艺术培训
学校，让我感到非常吃惊。我自

己也是一名“90后”，身边的同学
毕业后大多在企事业单位工作，
有的选择了考研，有的选择了继
续考公务员之类的道路，这些工
作大多让人以“求稳”的心态为
主。相比较于这些同学，选择创
业的同学反而寥寥无几。创业不
是件易事，项目、资金、技术、人
脉、时间、精力、激情、一颗受挫
后不轻易言弃的心. . . . . .对于刚毕
业的大学生来说，一切都是那么
的难。每个人在毕业的时候都怀
揣着梦想，却因种种现实原因被
磨灭了。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过

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这是大
学的一位老师送给我们的一
句话，然而真正有勇气去按照
自己的想法做事情的却没有
几个。无论创业能成功与否，
至少敢去尝试就迈出了很勇
敢的一步。“90后”作为被娇惯
的一代，“兔倌”的成功向人们
证明了“ 9 0后”并不是温室里
的花朵，他们也有魄力，舍得
放弃稳定的工作和安定的生
活，去闯，去奋斗，就是进步，
这种魄力需要更多的“ 9 0后”
去学习，不给自己留遗憾的机
会。

贾晓雪

3日,记者从山亭区城市管理
局了解到,山亭区组织各单位组
成考核组对城区沿街单位、商户

“门前三包”落实情况进行了第一
次正式考核,涉及邾国路、香港
街、府前路、新源路等路段。(《齐
鲁晚报》4月4日报道)

近年来，枣庄城市品位和环境
质量显著提升和改观，这有赖于城
市管理者的智慧和力量，更离不开
广大市民的强力支持，当然了“门
前三包”责任单位也是功不可没。

“门前三包”即“包环境卫生,包

周边秩序,包绿化管理”。尽管说“门
前三包”责任制是长效管理机制，
也有望改变一些市民、商户“只扫屋
内不管门前”之弊病。但是现实中，

“门前三包”都不同程度地遭遇落实
难，在有些地方几乎成为一纸空文、
沦为形式，这是很危险的。由于“门
前三包”涉及环卫、园林、城管、公
安、市政等多个部门，每一个部门
都有各自的政策标准和执法权属，
让沿街单位和商铺去包揽这些工
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虽说考核组对沿街企事业单

位和商户“门前三包”落实好的评
先树优,授予“文明经营户、文明市
民,门前三包十佳店铺”等称号,出
台优惠政策；对于门前脏乱差较
为严重,执法人员依法下达执法
文书,限期进行整改。这些激励措
施都很好，但是治理门前脏乱差，
有很多显然超出了商户的能力
范围，比如第三方在商户门前占
道经营等，由于沿街商户没有执
法权，只能劝说其离开,不能强制
驱赶，若违规占道者自觉离开便
罢，若死活不走怎么办？在驱赶时

引发冲突怎么办？即使商户要向
执法部门求助，也难以确定这到
底该由哪个部门来出面解决。

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浮出水面了，要让“门前三包”
成为脏乱差的克星，都需要有
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细致的法
制支撑，要尽量规避制度盲
区，使“门前三包”更具细化可
操作化。还需要各部门联动，
否则“门前三包”可能因制度
缺漏和部门推诿扯皮而大打
折扣。

让让““门门前前三三包包””成成为为脏脏乱乱差差的的克克星星

葛记者说

冯燮

葛漫说

医院产科病房成“商场”，商家到
产科病房推销产品，作为医院的部门
领导、主管领导不可能没有一点耳闻，
可是为什么这些情况却一直存在，到
底是管理存在漏洞还是有利益契约？

怎样才能杜绝商家轮番上产科病
房推销产品，笔者以为，医院管理方面
要做出具体行动，不能让人随意进入
病房，毕竟都是产妇和新生儿，外人随
意进入存在很多隐患，医院要确保产
妇和新生儿的安全和隐私能得到保
障。医院要有责任意识保障患者的合
法权益，不能让这种事情变成见怪不
怪，成为行业里的“潜规则”。

不堪其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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