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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善善的的种种子子迎迎着着阳阳光光发发芽芽

15日晚21时许,在枣庄市市中区
解放中路上,一名男子因醉酒骑车
摔倒在街头,头部受伤。恰逢枣庄
十六中北校一群放学的学生经过,

看到该男子后,学生们及时救助,并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随后男子被
医护人员接走,并送往医院。(《齐鲁
晚报》4月17日报道)

在以往接二连三发生搀扶街
头摔倒老人反被诬陷的事情后，
国人一直处于“扶与不扶”的纠结
中。如此的现实语境下，对摔倒男
子积极救助的那群可爱的孩子，

尤其令人肃然起敬。这群孩子以
自己的实际行动让我们看到了见
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信念，看到善
的火种在人们心里从来就没有熄
灭过，这散落在社会各处的一地
星火必将点燃每个人心头希望的
明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这是孟子提出的儒
家社会生活的理想之一。往事越
千年，可惜这一体现人性善的美
好生活状态，如今仍然停留在理
想的层面，依然需要我们这些后

人不懈地追求。在我们这个把“不
要和陌生人说话”当做教育孩子
警示语的时代，诚信已经离我们
越来越远，有人哀叹：扶不起的老
人家！

在当今这个普遍陷入道德缺
乏困境的社会，人和人之间异常隔
膜起来，真诚几乎成了日常生活的
奢侈品。在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人
们无法互相信任，“不和陌生人说
话”已经变成共识，善意似乎遥不
可及。不敢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并
不是内心真的不想帮人，不是因为

内心缺乏“善”的种子，而主要是很
多人患上了“诬赖恐惧症”。越是在
这种状态下，每个人越是应该拿出
勇气和智慧来，改善这种不良的社
会风气。“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
小而不为。”当下中国社会普遍陷
入诚信危机，这就需要我们每一
个有良知的人，有社会责任感的
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改变这
种病态，从而营造健康向上的社
会风气，毕竟还是好人多，每个人
内心都有善的种子。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倒地的

老人或者其他市民诬赖而不加以
救助，也许下一次倒地的就是我
们自己，谁不希望别人在自己有
难的时候帮一把呢？所以，拿出我
们的勇气，集聚全社会所有人向
善的力量，无论倒地的是老人
还是其他人，我们都要勇敢地
走上前去，大胆地扶起来。只有
这样，污浊的世风才会被涤荡
一空。就让我们向枣庄十六中
北校那群可爱的孩子学习，从我
做起，人人向善，让每个人心中向
善的种子迎着阳光发芽！

葛有话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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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个论

天旱了，广大老百姓盼望早日
下雨，让雨水去滋润干枯已久的大
地。同样，在现实生活中，广大群众
对政府出台的事关老百性切身利
益的政策寄予很大的期盼，希望这
些好政策传达到基层后能很快得
到落实，尽早为百姓造福。

近期一大批惠民政策相继出
台，例如与普通老百姓密切相关的
医保异地结算、加强和改进最低生
活保障、外来务工子女就近入学、
城市户口迁移限制全放开、农民工
同工同酬等政策的发布，老百姓为
之拍手称赞，都夸真是及时雨，滋
润在老百姓的心田里。

但是，把这些纸面上的政策，
都要不折不扣的落实到位，也不是
件容易的事。日前一位朋友的父亲
因病去外地市诊冶，花费不少，按
现在出台的政策，可以在异地及时
结算，但不知是何原因，医疗费用
在那里未能及时结算，给病人治疗
增加了不少负担和麻烦，他所花的
医疗费用，最后还是要回到原地，
并且要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报销，
实在不方便；还有几位外来务工人
员，来城市里从事脏、累、苦的服务
性工作已多年了，然而社会保障、
基本医疗等问题至今未能理想解
决。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不少，这
就是政策很好，单“落地”出了偏
差。

诚然，每项政策的落实需要更
多的配套措施，这些措施又不是马
上就能到位的，它牵扯到方方面面
关系的协调，诸多利益链的破解，
例如医保异地结算信息互联互通
还不十分通畅，人为设置的条条框
框使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因素影
响政策的有效落实。不过这些问题
的解决还是事在人为，这就要求我
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设身处地为
老百姓着想，克服困难让好政策落
到实处，施惠于民。而广大群众盼
的就是这种接地气的“及时雨”，一
言以蔽之：事情没有做不到，只有
想不到。但愿这么多的好政策能够
稳妥落地，切实到位。

期盼好政策

能稳妥落地

器器官官捐捐献献，，感感动动之之余余的的期期待待

不久前,刘静(化名)这位41岁
的教师母亲，默默地将去世儿子
的眼角膜捐出,使得两名儿童重
见光明。而这件事一直未被外界
得知,直到近日,刘静请假前往济
南参加儿子的追思会,才使这一
义举被学校师生得知。(《齐鲁晚
报》4月18日报道)

器官移植被称为当代医学
界的一大奇迹，彻底颠覆了“人
死不能复生”的理论，从而以一
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生命的延续。
刘静作出捐献儿子眼角膜的决
定，源自一个朴实的想法，不让

儿子来世间白走一遭，让他能够
通过别人看看这个世界。她之所
以不让外界知道这件事，因为她
根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件惊天
动地的大事。所以在她捐出儿子
眼角膜时，连医生都震惊了。

刘静的做法的确让人感动，
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有更多的人
都怀有刘静这样的想法，器官捐
献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
因受宗教、人文习惯、文化习俗、
个人思想、亲情理念等多方面因
素影响，能做出身后人体器官捐
赠安排的人还属于极少数。据权

威统计，中国每年有100万—150万
患者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拯救生
命，但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只有1

万，缺口极大，“器官荒”还相当严
重。由于供体之稀缺，不仅使很多
患者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耗尽余
生，还催生了非法器官买卖乱
象。

希望每个人都能像刘静这
么朴实，确实不太现实。事实上
在现实中，对一些人来说，要顺
利捐献器官，也并非易事。人体
器官捐献尽管“自愿性”和“无
偿性”是器官捐赠的基本原则，

器官捐献难在我国固然有其特
殊国情和复杂背景，但也与制度
激励不健全关系重大。从这个意
义上说，将激励机制引入人体器
官捐献，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器官捐献中引入激励机
制，既是一种制度化的倡导，也
有利于保障捐献者尤其是贫困
弱势捐献者权益，对唤起公众的
捐献热情，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在国际上，激励机制也是鼓励器
官捐献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
期待着这一机制能够早日建
立。

冯燮

15日，山东省公布山东一季
度空气质量生态补偿结果及17

市生态补偿具体额度，其中枣庄
名列16，获得44万元生态补偿金。
同一天,枣庄市发布全市环境空
气质量3月份排名通报。记者注
意到,三月份,全市PM2 . 5、PM10、
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四项监测
指标均不同程度出现了上升。
(《齐鲁晚报》4月16日、17日报道)

获得生态补偿金，说明咱们
枣庄一个阶段以来治理大气环
境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但我们同
时还要看到环保工作的严峻态

势，不能因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
喜放松警惕。因为城市的大气治
理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作，只
有锲而不舍常抓不懈，才能真正
取得实效。因此，我们只有将节
能减排进行到底，科学合理地规
划工业生产和布局，才会有效地
控制污染源头。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是，春节期间虽然燃放烟花爆竹
的市民大量减少，但噼噼啪啪的
鞭炮声依然不绝于耳。特别是在
城郊地区和乡村，人们的环保意
识仍然不容乐观。将“禁放烟花

爆竹”写进应急预案应该是必要
的，提倡过绿色低碳的环保型新
年势在必行。春节过后好日子不
断，年轻人结婚的肯定不在少
数。在灰茫茫令人窒息的雾气
中，鞭炮依然如雷鸣般响起。伴
随着硝烟刺鼻的味道，浓浓的烟
气更是在空中久久挥散不开。或
许结婚的新人根本就没有意识
到雾霾的危害程度，即使认识到
了，也不会为了少吸几口雾霾而
减损了自己婚礼的喜庆与热闹
气氛。

从一些市民的反应来看，一

个是对雾霾的形成原因与危害
程度认识不足，欠缺相关的必要
的科学预防知识；一个是环保意
识依然淡薄，甚至麻木，不能以
这次雾霾横行为契机，及时地进
行反思与自省。须知，覆巢之下
无完卵，毒霾之中谁也不能置身
事外。因此，政府应该下大力气
普及雾霾及大气污染的科学常
识，尽最大能力提升市民的科学
素养和环保意识，从而让每一位
市民都能为节能减排低碳环保
出一份力，最终养成良好的绿色
生活习惯。

将将节节能能减减排排进进行行到到底底
冯勇

戴忠群

司司机机师师傅傅，，请请您您慢慢一一点点

前段时间和朋友去甘泉寺
踏青，乘坐的是去甘泉寺的公交
车，这一路上不经意间看到一个
小细节，让人感到很温暖。因为不
能刷卡，该路公交车司机总是等
乘客从钱包里掏完零钱，投进投
币箱，并找到座位坐好之后才开
始启动车辆。

这一路上，仔细观察了一下，
无论是抱着小孩的妇女，还是年
纪大的老人，司机师傅总是耐心
地等乘客坐稳之后才开车。

之前有一次在解放路等公
交车，一司机师傅为了在绿灯变
红之前赶过去，一位50岁左右的
大妈刚踏上公交车的踏板，司机
师傅便立即启动了，乘客没站稳，
手里提的水果撒落了一地，路人
纷纷帮忙捡水果。当时还下着小
雨，水果上沾满了泥巴。“欲速则
不达”，捡水果所耽误的时间反而
超过了公交车正常停靠的时间，
让车上的一些乘客感到不满，想
必那位公交车司机心里也过意

不去吧？
习惯了市区快节奏的生活，

见惯了乘公交时的蜂拥而上，对
乘客没坐稳司机就开车的行为
也习以为常了。尤其是当乘客往
车厢后头走，而司机师傅猛地一
启动时，总是会被晃一下。年轻人
也就罢了，对于老人而言，上公交
车是非常不方便的，特别是没有
卡的老人，还要在兜里翻找零钱，
一个没扶稳就有可能摔倒或者
是碰到栏杆。

即使开往甘泉寺的公交车，
在停靠的时间上比某些公交车
多花了几秒钟，但是那位司机的
做法，却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乘客
的安全，这不仅是对乘客安全负
责的表现，也是司机本身责任感
的体现。

也许，市区的生活节奏要比
乡镇快一点，交通要比乡镇拥堵
一点，但是，还是希望司机师傅，
请您慢一点，等等老人，等等怀抱
儿童的妇女，等等小学生.。

贾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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