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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远光灯】

事件回放：近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金星路，一名司机由
于在城区道路乱开远光灯，被交警拦下罚其站在车前看
灯一分钟。交警表示，此举是对驾驶员进行体验式处罚。

网友评论：
我个人绝对支持交警的这种做法。当然每个人都有

不同观点，我们可以从调查数据上判断交警的做法是否
可取，如果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赞同交警的做法，
就可以推广此处罚方式。 ——乘风破浪

驾驶员开远光灯固然可恶，但交警的做法有违“罪
刑法定”原则，与现代法治不符。交通法已对交通违法
行为规定了处罚种类及标准，交警岂能擅作创新？

——墨脱十年
驾驶员会车时不进行灯光避让固然是错误的，是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而强光刺激人眼一分钟，会给人
造成视觉伤害，是交警不人性化执法的表现。

——老关

关键词：【辞职】

事件回放：23天工作日，迟到了 17天；长沙冬天
太冷，早上赖床起不来。长沙一广告公司文案策划员
90后刘小姐因此选择了辞职。部门负责人签字：“懂
你！”分公司总经理签字同意，“现在的 90后，太不负
责任了，我表示无语。”

网友评论：
这种养懒的行为在我们创新的社会并不值得提倡，

我们这个社会是竞争的社会、勤劳的社会、创造的社会。
——美好的心声

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重的东西，我觉得睡懒觉重要，
你觉得工作重要，这都是自己的选择，别人无权干涉，为
了睡觉而辞职这个不算错。刘小姐错就错在迟到，进公
司时规章制度都了解，还故意违反，没一点约束意识。

——中服
90 后的表达可能更有个性，但是否奇葩无关 90

后。每一代人都千差万别，不能以偏概全。从 70后 80
后到 90后，每一代人都被贴过标签，但时代必进，后
胜于今，在各种标签中长大的 80 后并没有令人失望，
而90后也将回报我们以惊喜。 ——人民微评

关键词：【作业】

事件回放：最近，一 15岁初中生疑因学业负担重
猝死课堂的事件，再次让学业压力过重的话题成为舆论
焦点。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平均每天写作业达
3小时，是全球平均数的 2倍。学生成了熬夜族，普遍
睡眠不足 7小时。尽管如此，每天仍有未解决的难题，
有超过三成的家长选择帮孩子写作业。

网友评论：
我们一直在说让孩子快乐成长，轻松上学，给孩子

减负，可是大家觉得学生负担减下来了吗？说实话，没
有。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为了考大学，为了上
个好大学，这就是根源。要想从根上解决这些问题，我
想需要家长、学校、社会多方努力，共同合作，才有可
能从根源上避免悲剧的再次出现。

——顺其自然
当今社会方方面面竞争激烈，如果从小不好好学

习，掌握一定的知识与技能，日后怎能自强自立，报效
祖国？ ——游远珠

初冬时节，夏邑县城古运河风景带靓丽登场，在
风景迷人的古运河畔，矗立着一座高 56米、9层的仿古
建筑，那就是“中国长寿之乡”夏邑县地标性建筑——长
寿阁。经过四年多的建设，长寿阁终于揭开神秘的面
纱，露出了真容。

在长寿阁的建设过程中，有五位老人付出了不少
的心血和汗水，他们为长寿阁的建设奉献了自己的力
量，下面让我们走近这群老同志，感受他们对长寿阁
的付出和情感。

组织受命 在所不辞

2008年10月，夏邑县被中国老年学学会授予“中
国长寿之乡”称号，成为当时河南省唯一获此称号的
县，同时成为中国第八个长寿之乡。在以后的城市管
理和城市建设中，夏邑县委、县政府注重长寿元素的
应用，突显长寿文化。2011年，在该县长寿养生文化
研究会的提议下，长寿阁建设被纳入城市规划。为保
证长寿阁顺利建设和工程质量，夏邑县委决定聘请部
分德高望重、责任心强的该县退休干部成立长寿阁建
设监督委员会。

为长寿阁建设第一个捐款的原县委统战部部长、
县政协副主席张心存被第一个推荐出来，原县人大副
主任何万奇、原县审计局局长刘丕福、原县交通局局
长胡长义、原县农委主任崔文亮也推荐出来，这五位
年过七旬并且党龄都近50年的老同志组成了夏邑县长
寿阁建设监督委员会。每当提起受命之时，崔文亮总
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说：“县委以红头文件的形
式任命我们五位老同志、老党员参与全县人民注目的长
寿阁建设，是党组织对我们的信任，作为老党员，我们感
到责任重大，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工作干好。”

无私奉献 无怨无悔

在监督委员会办公室的旮旯里，至今还存放着尚
未拆封的一台自动麻将桌，这是监督委员会成立之
初，该县文化局为这几位老人准备的工作之余的娱乐
用品。张心存说，从 2011年 10月 11日监督委员会成
立以来，五位老同志没有放过一天假，更没有在这里
打过一场牌。他们五人分成两组，轮流到工地实地查
看，每天少则三次，多则五次，特别是最后阶段，56
米的阁楼，他们上一次、下一次就要半个小时，在这
个过程中他们付出的太多太多。

张心存老人家住夏邑县老城西郊，距长寿阁工地
单程7.5公里。他作为监督委员会的组长，处处为大家
作表率，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坚持骑
电动车赶往工地，四年里，他骑坏了三辆电动自行
车。2014年 5月的一天，他从工地骑车回家的路上被
一辆汽车撞倒，他头上缝了八针，可就在他住院期
间，还打电话询问工程进度。

2013年，何万奇患病到郑州住院，住院期间，他
多次打电话询问工程进展情况，家属和子女都不理解
老人的做法，他则说：“小车不倒只管推。领导把这工
作安排给我，我就要负责到底，决不能辜负领导和同
志们对我的信任。”从郑州出院后，他没回家，而是让
孩子把车直接开到长寿阁工地，仔细地看一遍工程进
展情况。

2015 年 4 月，胡长义母亲患病，可他坚持上班，
直到他母亲去世，大家才知道。原来，为不影响工
作，他尽量让家人多照顾老人，自己却没请过一天假。

刘丕福 40多岁的儿子患白血病不幸离世，领导和
同志们都劝他回家休息，他却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在
检查工程质量时，不慎被钉扎破了脚，肿得连鞋都穿
不进去，仍一拐一瘸地坚守在工地。

就这样，在 15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们没有一句
怨言，而是时刻用党章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干工作像
疯子，做事情像傻子。

着眼细微 尽职尽责

四年来，这五位老同志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并监
督整改，消除了一处处隐患。

长寿阁主体工程周边有 10多米高的三层台阶，设
计时台阶墙体没有基桩，老同志认为存在墙体下沉隐
患，建议增加基桩；基座西南角观光道设计只有三米
宽，老同志考虑以后可能游人会增多，不利于消防，
存有安全隐患，建议扩宽到六米；修四周观光道时，
他们发现一些青石板不合格，就一块块标上记号，督
促施工方及时更换；长寿阁宝顶原设计为水泥质的，
老同志认为与阁楼整体不协调，论证后改为球形铜质
镏金射灯宝顶。

在施工过程中，细到钢筋是否生锈，柱梁扎得是
否垂直，砂灰比例是否达到标准，他们都一一查看。
他们一丝不苟的精神时刻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建
筑施工方负责人承诺：“请你们老同志放心，决不能因
工程质量让全县人民骂娘。”老人们也经常在工地向建
筑工人传达项目负责人的态度，设法要求工人精益
求精，不留任何隐患。对一些不好处理的问题，他们
不怕麻烦。长寿阁主题基座是一个 2000平方米的地下
室，周边墙体没有内粉，他们及时向施工队提出粉平
墙体，目前此处已建成一个多功能多媒体演播厅。

真心付出 春风化雨

监督与被监督是一对矛盾，怎样才能让这对矛盾
化为统一呢？张心存用朴实的话诠释这一问题，那就
是“打哭还要哄笑”。

负责长寿阁工程方建筑公司负责人孙登科是个急
性子，老同志经常给他提意见和建议，他有时心里不
舒服，五位老同志经常抽空就找他谈心，消除他的畏
难情绪。

每逢年过节，五位老人还从每月仅有的 1000元办
公经费中拿出一部分买慰问品慰问建筑工人，让他们
感受监督员的关心和爱护，让他们理解严把质量并不
是故意找茬与他们过不去，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
目标，那就是建出一流的工程，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五位老人的协调下，长寿阁施工顺利，四年来
没有出现一起工伤事故，没有留下一处安全隐患，一
座靓丽的标志性建筑展现在人们面前。每当人们路过
长寿阁，从兜里掏出手机拍照留念之时，这五位老人
脸上总会露出喜悦和满足的笑容。

五位年龄之和近 400岁的老人，为了夏邑县城市公共文化设施长寿阁的建设，放弃了旅游、打牌、
下棋、钩鱼等爱好，坚守在长寿阁建设工地1500多天，奉献余热，被群众称赞为——

长寿阁下老愚公
文/图 本报记者 韩 丰 通讯员 夏 天

社会与法社会与法

睢县潮庄镇位于商丘、周口、开
封三市接合部，蒋河、祁河两大水系
在境内蜿蜒流过，该镇独具魅力的潮
庄腰鼓远近闻名。潮庄腰鼓表演可由
几人或上百人一同进行，磅礴的气
势，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潮庄腰
鼓的形成和发展与当地的历史地理环
境及民情习俗密不可分。

潮庄历史上就是军事重镇，潮庄
腰鼓由来已久。在北宋时期，巾帼英
雄穆桂英曾在潮庄西街布迷魂阵抗
敌，当时腰鼓就是驻防将士携带的同
刀枪、弓箭一样不可少的装备。后
来，腰鼓从军事用途逐渐发展成为当
地民众祈求神灵、祝愿丰收、欢度春
节时的一种民俗性舞蹈，从而使腰鼓
具有更大的群众性，但在击鼓的风格
和表演上，继续保留着某些宋代将士
的勃勃英姿。

潮庄又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是革
命老区，是曾经的“水东抗日根据
地”的创建地。抗日战争时期水东边
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使潮庄腰鼓这

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得到了发展，成为
军民欢庆胜利、庆祝解放的一种象
征，并被誉为“胜利腰鼓”。

潮庄腰鼓有完整的表演程式和活
动习俗。过去，多在喜庆节日和庙会
中演出，每年的春节至元宵节，是集
中的活动时间。

如今潮庄腰鼓在潮庄相当普及，
分布于潮庄北村、胡寺新村等村庄，
有南派北派之分。在全镇 4.3 万人口
中，约有一半人会打腰鼓，除青年腰
鼓外，还有少儿腰鼓、老年腰鼓，女
子腰鼓等。在潮庄镇几乎是村村有鼓
队，家家有鼓手，而且世代传承，经
久不衰。潮庄腰鼓的表演既不受场地
限制，也不受人员多少的制约。潮庄
腰鼓有机地糅合了秧歌和武术动作，
充分表现了当地人民憨厚朴实、开朗
乐观的性格。

潮庄镇胡寺新村村委会主任、腰
鼓队员张秀丽说：“腰鼓一敲，什么烦心
事都没有了，我们老姐妹儿在一起一敲
腰鼓，非常和谐、快乐、幸福。”

潮庄腰鼓：敲出快乐和幸福
本报记者 白 鹏

站在已经建成的高 56米的长寿阁前，五位老人
总会露出喜悦和满足的笑容。

六年前，王馨曼拿着 700块钱，
从亲戚手里接下了一家内衣店，开始
了艰难的创业历程。六年的时间，王
馨曼对创业的想法经历了从挣点钱到
做推广女性胸部健康先行者的转变。
王馨曼说：“事业不分大小，一个人
事业的成功与否，要看你能帮助别人
多少。”虽然自己是卖内衣的，但是
她希望自己能够帮助女性解决自己的
胸部问题，而不仅仅是卖内衣。

“没经历过风餐露宿，没有过坎
坎坷坷，怎么能称得上创业。”王馨
曼告诉记者，在创业初期，她在仅有
几平方米的楼栋间一干就是三年。在
这三年中，王馨曼一直没闲着，她不
断扩大着她的内衣事业。上至商场百
货，下至县镇，都有她的足迹。

2014 年对于王馨曼来讲，是有
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她接触到
了内衣缪斯品牌，这让她对女性胸部
健康有了突破性的认识。从此后，王
馨曼开始正视女性胸部的健康问题。
王馨曼开始对自己的内衣店做减法，
把其余的店面都转让了出去，只留了
一间，专心研究健康内衣，同时关注
推广女性胸部健康知识。但是让王馨
曼决定投身慈善事业的初衷，还是源
自于一件小事。

王馨曼平时一直热衷于慈善，只
要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她都是积极
捐助。有次，她在内衣界的群里面看
到有个慈善募捐活动，是她们内衣界
一个 80后的同行身患重病，需要做
肝移植手术，手术费高达 80万。王
馨曼说，当时她看到这个信息就很难
过，一方面觉得同为创业者不容易，
再一方面觉得这位同行还那么年轻。
王馨曼委托他人给患病的同行带去了
1000元，并写到：“资金有价，生命
无价。虽然我捐款不多，但是希望自
己的这点微薄之力，可以帮助他。”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段简短的文

字，使得王馨曼在朋友圈成了一个小
小的名人。王馨曼当时觉得很不好意
思，毕竟没有捐多少，竟然还受到大
家的表扬，而朋友的一番话也点醒了
她。王馨曼的朋友是这样对她说的：

“你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做好事，你只
能帮助很少的人。你带动大家做好
事，就可能帮助更多的人。”

王馨曼说，自己做内衣的这几
年，接触到太多乳腺有问题的女性，
但是她们大多不自知，或者自知也不
去正视问题。加之自己的亲戚也曾有
人得了乳腺增生，使得她对女性胸部
健康问题有着更深的体会。而且，近
年来，乳腺癌已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
主要病因。不论是为了女性自身的美
丽、健康，还是为了家庭的和睦，女
性关注乳房健康，做好乳房保养都极
为重要。因此，王馨曼希望可以借助
自己的力量来普及女性胸部健康知
识，使更多的女性了解预防保健知
识，树立科学的健康观念，提高女性
的健康水平，为女性的美丽与健康加
分。王馨曼说：“女人要学会爱自
己，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才能更好地
去爱家人、爱朋友。”

“我了解了这些知识，就想让更
多的女性朋友们也了解到，我觉得自
己有责任向大众普及宣传。”王馨曼
说，“我常常被朋友称为正义的守护
者，但是我只是想尽一份自己的力
量。平时捐钱很容易，但是要做慈善
事业却很难很难，这条路才刚刚开
始，但我会坚持走下去。”

为帮助更多乳腺切除的女性重拾
美丽与自信，本月 20日，王馨曼及
其团队将组织开展“698万义乳捐赠
给中国乳房切除女性大型公益活
动”，在全市寻找20名乳腺切除的患
者，免费赠送义乳。如果您身边有符
合条件的女性朋友，可联系微信号：
xinman666666。

80后女企业家转型做公益

王馨曼：为女性的美丽与健康加分
本报记者 张 博

潮庄腰鼓表演可由上百人一同进行，磅礴的气势，精湛的表现力令人陶醉。
郑汝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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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社会正气
●关注社会热点
●引领社会风尚
●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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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 12月15日，记者从市中级人
民法院获悉，11日，经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以非
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刘
某有期徒刑13年，处罚金3万元；判处被告人文某有期徒
刑10年，处罚金2万元；买金丝猴的单位安徽某动物世界
有限公司则被判处罚金5万元，该单位负责人沈某被判处
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2014年 11月 20日，本报曾以《斗智斗勇擒凶顽——
商丘“8.25”特大川金丝猴案侦破纪实》为题进行报道：
四川一男子携带3只川金丝猴上路，欲将其卖到安徽。沿
途在接受商丘民警检查时，该男子以180公里的时速连闯
多个关卡，扔下金丝猴后逃跑，造成一只幼猴死亡。在
豫、川、皖3省多警种的密切配合下，涉案嫌犯被悉数抓
获归案。

据了解，在这起买卖活动中，文某以 1.3 万元的价
格，从一个陌生人手里购买了3只金丝猴，转手倒卖给了
刘某。刘某经商议决定以每只 2.5万元的价格，将 3只金
丝猴卖给沈某。但刘某等人没有想到，他们运输中途经商
丘，被商丘警方查获。

跨省贩卖金丝猴
多人获刑悔已迟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金丝猴：一人
被判处13年，另一人被判处10年
•购买金丝猴：一人被“判三缓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