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高度重视素质培养的当下，
让孩子学习一两门才艺，成为许多
家庭的选择。媒体调查发现，一些
机构抓住家长心理，组织名目繁多
的艺术类赛事，凡参赛都能获奖，不
少孩子拿奖拿到手软。

“凡赛必获奖”，奖励泛滥，说明
许多赛事压根就没有多少含金量，
不过是一种利益变现的手段。一些
人因此赚得盆满钵满，比赛和奖励
真正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他们
并不关心。

不少家长希望以赛促学提升孩
子的学习兴趣，期望通过到各地参
加比赛丰富孩子的阅历、开阔视野，
或希望通过比赛获奖增强孩子在升
学竞争中的筹码，只要对孩子有利
的事情，家长往往不惜成本。商家
正是抓住了家长的这种心理。“凡赛
必获奖”的背后，折射出一些家长们
的“成功焦虑”与功利算计，他们渴
望子女出类拔萃，于是“花钱买奖
励”，用一些含金量不高的奖项来装
点门面，证明孩子的出色和家长自
身的优秀。

“凡赛必获奖”让家长遭受了物
质损失，让比赛成为有名无实的“圈
钱游戏”，甚至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
响。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比
赛，家长们要少一些急功近利、随波
逐流，多一点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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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晓敏

最近，“网红带货”话题引起广泛讨
论。不少消费者反映，通过直播、短视频
等平台选购的推荐商品，不少是虚假宣
传的伪劣产品。随着电商、社交等新平
台的发展，网络新经济业态渐成规模、彰
显活力，有力拉动了消费，但也滋生了产
品质量不过关、消费者权益遭侵害等新
问题。品质与口碑的背后，是商业诚信
与社会信任问题，应该充分重视。

信任是一个社会系统有序运转的重
要润滑剂，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增进社
会合作，提高社会效率。不久前，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情况
的报告》，其中有关依法严惩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研究解决打击“套路贷”犯罪
中出现的问题、依法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等
犯罪、对涉疫苗犯罪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
任等内容，直指这些侵蚀社会信任土壤的

违法犯罪活动，重在依法治理，旨在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中国现代
化进程的不断拓展，社会关系和人际交
往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以往的“熟
人社会”演变为一个“流动社会”。不确定
性和流动性的增加，一方面促进了人际交
往范围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风
险。如何化解风险、应对挑战，是社会治
理要解答的重要课题。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到，良好的社会信任是现代社会秩序和
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借助信任机制，增
强人们对未来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可以
促进更大范围的合作和交往。

良好的社会信任，需要靠机制来保
障。应该看到，大部分人选择相信他人
并愿意将自身利益、诉求置于陌生人的
社会交往活动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
一整套规范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在保
护守信人、惩戒失信人。法律制度与法
律约束为和谐的社会交往、互信的人际
秩序提供了可以依靠、可以遵循、可以坚
守的行为规范，如民法总则中被称为“好
人法”条款的施行，就是对良善之举、诚
信秩序的一次法律宣示。法律是构建社

会诚信的根本保障，良序的社会需要健
全的法治，越是健全的法治越能为美好
的社会保驾护航。

社会信任建设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
程，用信任带动信任、用信任激发信任，
才能在全社会营造出诚信友善的良好生
态。不久前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持续推进诚信
建设”。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
倡导的重要内容，而且与中华民族重信
守诺的传统美德一脉相承。弘扬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理念、诚信
文化、契约精神，就要加快个人诚信、政
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
建设，推动各行业各领域制定诚信公约，
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健全守信
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多方合
作、各方努力，方能织密社会诚信网络，
让守信者真正受益。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
强。守信于己、诺信于人、践信于行，从
个人、社会到国家，从法律、制度到文化，
加强诚信建设，让诚信落地生根、枝繁叶
茂，诚实守信一定能释放出助推个人成
长、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巨大能量。

释放诚实守信的正能量
□徐尚昆

据报道，南京市浦口区政府购买服
务的 187 位困难老人，其基本信息已于
近日全部录入该区“虚拟养老院”平台，
实现精准服务困难老人。目前，南京市
各区“虚拟养老院”平台均已上线。

“虚拟养老院”，实际上是一个“信息服
务+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平台。具体来
说，当老年人有服务需求时，拨打电话或
通过手机APP联系该平台，就会有工作
人员按要求提供医疗护理、家政服务、文
化娱乐等多项具体服务。可以说，“虚拟
养老院”集中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
优势，使老年人既可以不离开熟悉的家
庭环境，又能享受由服务机构和专业人
士的上门服务。随着平台和服务日趋完
善，可以整合更多养老资源，为困难老人
等特殊群体提供便捷、精准的服务，南京
等地更好地实践着“老有所养”。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人
养老与子女时间、经济能力有限之间的

矛盾日渐凸显，养老命题有了更多的打
开方式，有的地方探索出共享养老、众筹
养老等模式。“虚拟养老院”最早产生于
苏州，政府从场地提供、系统开发等方面
支持信息技术平台建设，对“虚拟养老
院”的建设实行优惠扶持政策，由企业负
责运作和服务。同时，“互联网+”助力

“虚拟养老院”的运作，实现管理信息化，
提高数据整合能力。可以说，“虚拟养老
院”作为对居家养老模式的补充，不但缓
解了家庭养老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况，还
进一步提升了养老产业的层次，实现了
智慧养老。

随着这一模式在各地不断推广，其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瓶颈也日渐凸
显。有的企业因补贴不断减少或补贴款
项滞后，无法获得正常的经营收入和合
理利润，影响了正常运转。目前，我国

“虚拟养老院”的风险防范机制尚未形
成，由于利益与风险不对称等因素，参

与服务的企业面临很多不可预知的风
险，抑制了企业扩大生产和增加服务供
给的积极性，进而导致服务质量提升困
难。“虚拟养老院”被称为“没有围墙
的养老院”，需要以实在的服务推动其
建设发展。具体来说，在引入多元服务
主体、优化服务供给、健全服务运行机
制等方面，要拓宽筹资渠道，提高老年
服务市场的吸引力，激发企业的积极
性。同时，加大老年人急需的医疗健
康、精神慰藉、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服务
供给力，建立方便快捷的供给渠道，加
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构建多元化监督
机制。

“凡赛必获奖”
有违教育初衷
□杨朝清

办好“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
快乐。我妈快乐，全家快乐！”
近日，在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
国语学校的运动会上，有学生
拉出了这一横幅，引得围观众
人爆笑。 图/曹 一

奇葩横幅

心存敬畏

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凡事就
要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打
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只有牢牢把
握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
才能从“最低点”中争取“最大值”。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少了这种
敬畏，违规违纪甚至犯罪的事就会
有所发生。那些走向深渊的贪官所
提供的反面教材，常常从某一个方
面证实这种敬畏是至关紧要的。有
了敬畏，才能风正气清、无私无畏。
反之，正气不鼎，邪风肆虐，还会使
神圣和正义得不到崇尚。

在干事创业的实践中，心存敬
畏，决不是畏缩不前，而是脚踏实地
的理念、肩负重任的妥贴、小心翼翼
的戒备、深思熟悉的细腻。心存敬
畏，能打破习惯思维和路径依赖，做
到知已知彼，优胜劣汰，更好地补短
板，强弱项，稳中求进，百战不殆。
面对对手，我们多了一丝畏惧，就可
以更加客观地分析优劣，更好地领
略制胜的关键，敬畏了对手会使我
们少了一份骄傲，多了一份谨慎，也
就多了一份获胜的机会。

□公 页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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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沟镇时堡村整治小鱼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 婷）沙沟镇

时堡村围绕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大力开展小鱼塘整治工作，促进村集体
资源规范高效管理，让村民共享改革发
展红利。

时堡村是典型的四面环水村庄，有
水面资源 7700多亩。由于多种原因，该
村有 3476亩鱼塘不仅没有收取承包费，
就连每年应由个人上缴的水资源管理费

也成了村集体的负担。经过调查研究，
该村将规范村集体资源管理作为“书记
项目”，并分解成“党员项目”。按照“统
收统包、分步分期、调整分配”的原则，该
村组织开展小鱼塘整治工作，党员干部
纷纷立下“军令状”，确保完成整治任
务。在小鱼塘整治工作中，党员干部发
挥示范作用，老干部、老党员带头签订承
诺书，同意鱼塘交回村集体进行规范管

理。目前，已有 136户村民签订让塘承
诺书。

“下一步，我村将按照资源管理相关
要求，对涉及192户的3476亩鱼塘，统一
在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交易，这部分收
入将用于环境整治、民生工程等方面，让
村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时堡村党总
支书记刘长荣说。

本报讯（通讯员 孙文龙 钟 钢 全
媒体记者 冯兆宽）安丰镇振安桥城管执
法亭旁边有一家新疆人开的烧烤店，店
主是阿卜杜凯尤木·麦提托合提父子。
最近，父子俩拾金不昧的事迹赢得居民
纷纷称赞。

原来，10月27日凌晨1时许，麦提托
合提的父亲在烧烤店的座位上发现一只
钱包，里面有1.3万元现金，还有银行卡、
身份证等物品，随即向安丰派出所报
警。接报后，值班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根
据身份信息，联系到失主。失主是永丰
镇迎新村吴先生，得悉钱包失而复得，便
及时赶过来领取。

据了解，麦提托合提父子在安丰镇
开烧烤店已经 5年，曾多次拾获现金、首
饰，都及时交还失主。

市法院案例
入选最高院汇编

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

拾金不昧品格高 新疆父子受称赞

拾金不昧的新疆父子。

本报讯（通讯员 刘 禹 顾新
燕）近日，中国法官协会法官权益保
障委员会与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联合开办的“保障法官依法履职 全
力维护司法权威”专栏，发布了“保
障法官依法履职典型案例汇编”。
由市法院干警撰写的《史某利用网
络诽谤法官被处罚案》一案入选，并
在《人民法院报》刊登。

近日，钓鱼财政党支部组织党
员到集镇主要路段开展义务清扫。

查小兔 摄

日前，安丰镇机关党支部向建
党对象赠送主题教育学习读本。

陈 华 解莉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