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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君
9 月 23 日在 2020 中国快递

“最后一公里”峰会上介
绍，目前全国累计投放智能
快件箱42.3万组，建成快递
末端公共服务站 10.9 万个，
城市老旧小区的邮政、快递
末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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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中宣部向全社会发布了国家
援鄂抗疫医疗队等 10 个抗疫一线医务
人员英雄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

“时代楷模”称号。
在大灾大疫面前，遍地英雄，群星

闪耀。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等 10 个抗
疫一线医务人员英雄群体用以生命赴使
命的行动，诠释了伟大抗疫精神。在历
史曲折处，在惊心动魄间，那些无法被时
光冲淡的英雄之举，是医者仁心和大爱
无疆的写照，也是我们不能忘却的来路。

铭记英雄，我们不能忘记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的精神传承。面对疫情，亿万中
华儿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高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重要理念，凝聚起举国同心、同甘共苦的
团结伟力，坚决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白衣天使和疾控人
员展现出侠骨丹心、英雄本色；战士舍身
守护国家和人民，人民把最硬的“鳞”送
到前线。这份疫情之下凝聚的合力，是
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

铭记英雄，我们不能忘记舍生忘
死、尊重科学的强大信念。“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就是要求我
们要像钉子一样钉在这里，扼住病魔的咽
喉。”这句火线上的铮铮誓言，化为生命保
卫战、科技抗疫攻坚战的切实行动。武汉
天河机场不灭的灯火，重症病房内抢救
设备闪烁的光亮，治愈老人与医者同享
的那片温暖的夕阳，如一道道光，刺破
压城的疫病乌云，守护着生命的希望。

铭记英雄，我们不能忘记命运与
共、风月同天的崇高之义。人类正在经
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
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抗疫仍在路上，
他们还未卸甲。从湖北到黑龙江、吉
林、北京、新疆，从国内到意大利、塞

尔维亚、非洲大地，“中国白衣天使”成为为生命挡风遮雨、为世界守护
安宁的一面旗帜，也收获着世界人民的友善和情谊。美好的互助之情背
后，是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天下一家、守望相助的大爱情怀，也是一撇一捺
书写的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一线医务人员英雄群体的先进事迹是一段段光荣的记忆，连同这些闪
亮的名字，成为我们抗击疫情的坚强支撑，也激励着我们慎终如始夺取抗
疫斗争全面胜利。铭记英雄，正是为了不忘来路，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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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是我国第3个“中
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亿万农民以
不同的方式，欢庆这一节日，神州
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国自古就有庆五谷丰登、盼
国泰民安的传统，如藏族农人的

“望果节”，四川理县米亚罗地区嘉
绒藏族一年两次的“若木纽节”，
浙江省丽水景宁畲族自治县每年举
行的绝活大展演等；也有的地方以
家庭为单位，在农作物收成后置办
酒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分享丰
收的喜悦。各种各样的庆祝方式，
反映出农民对于丰收的期盼，也体
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这样的庆祝
值得延续和弘扬。当然，我们也应
该看到，少数农民丰收忘了节约，

在庆祝丰收活动时大操大办，不珍
惜劳动成果，肆意挥霍。这样的行
为不仅违背了庆祝丰收的初衷，更
造成了浪费，必须坚决摒弃。

丰收节里话节俭，显得意义重
大。我国粮食连年高产，今年夏粮
再获丰收，创历史新高，保障粮食
安全的基础更加夯实。但我国粮食
产后损失浪费问题仍不容小觑，不
仅浪费了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源，更
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不容忽视的影
响。《朱子家训》 有言：“一粥一
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出生于新时代的我
们虽没有经历过饥饿之苦，但我们
通过生活了解了“一粒米千滴汗”
的辛劳，进而感恩大自然的馈赠和

劳动者的付出，懂得“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的道理，所以尽己所能
减少铺张浪费。这种敬畏自然、尊
重劳动、顾及群体的价值选择，值
得我们提倡和坚守。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餐饮浪
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尽管我
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我们始终要有危
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
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
是真理，粮食安全始终是直接关系我
国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在人口基数
巨大的中国，每个个体的细微浪费都
将汇聚成一个庞大的数字。在“珍惜
粮食，反对浪费”已成社会基本共识

的当下，我们每个人都应自觉践行节
俭美德，让节约粮食成为人人自觉的
行动，让每个人都成为节约粮食的
坚定践行者。

节俭是永不过时的美德。诸葛
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在
中国人长久以来的价值观里，勤俭
节约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
种素养、一种文明、一种美德。“取之
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眼下正值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全
面小康既是物质丰盛的小康，更是
饮食健康、饮食环保的小康。我们
每个公民都要深植勤俭节约的生活
理念，将“厉行节俭”真正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成为厉行节约、远离浪费
的践行者，让节俭美德久久传扬。

丰收节里话节俭
宛诗平

眼下，随着“超级版”黄金周
的日益临近，加之全国各地景区出
台“门票大降价”的优惠政策，许
多人开始着手规划外出旅游。旅游
不但能愉悦身心、陶冶情操，而且
也有利于促进消费、提升经济。因
此，黄金周的旅游热令人期待。

在计划出游目的地的同时，我
们必须一丝不苟地准备好“行
囊”。“行囊”里除了必要的证件和
生活用品，不得不准备的就是“文
明旅游”和“防疫安全”这两大注
意事项。

先拿“文明旅游”来说。尽管
随着人民文明素养的日益提升，
旅游景区的“不文明”现象正在
越来越少，但是不得不承认，目
前无视“文明”、践踏“文明”
的行为仍随处可见。比如：景点
里明明悬挂着“禁止攀爬”的警示
标语，但还是有人视而不见，爬上
去拍照；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张贴着

“严禁吸烟”字样的警示，但还是
有人置若罔闻，旁若无人地吸烟；
景区里，一些游客不按规定停车，
想停哪里就停哪里，导致道路拥堵
……这些行为无不使“文明”二字
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让“文明”
蒙羞。

再拿“防疫安全”来说。一方
面，景区应把“限量、预约、错
峰”作为常态化管理模式，切忌为
了经济效益“最大化”，让景区

“超负荷”运转，任凭景区里“人
满为患”，既混乱无序，又存在安
全隐患。另一方面，游客也应严格
遵守各地有关防疫的相关规定，在
景区里自觉做到戴口罩、保持间距
等防疫举措，确保安全。

在境外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的当
下，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社
会整体出发，我们都应在出游前自
觉带上“文明”和“安全”这两大

“行囊”，既要在景区里做一名“文
明游客”，又要在景区里做一名防
疫安全的“践行者”。如此，才能
既做到“文明旅游”，又实现“安
全旅游”。

“文明旅游”呼唤“文明游
客”，“文明游客”践行防疫要求。
希望每一位游客在“超级黄金周”
外出旅游时，都带上“文明”和

“安全”，既时时注意提升自己的文
明素养，摒弃不文明的旅游陋习，
做一名“文明使者”，又处处遵守
景区防疫要求，绷紧“防疫安全
弦”，从而让“文明+安全”成为
景区里“最美的风景”。

黄金周出游莫忘两大“行囊”
廖卫芳

今秋开学，市文明办将4万余
册《余姚市民文明手册》分发至全市
各所学校。各校结合实际，围绕垃
圾分类、厉行节约、光盘行动、公勺
公筷等主题活动，用“小手”将文明
火炬点燃。目前，我市文明校园创
成率达100%，培育新一批德育特色
学校17所，有46所学校被评为宁波
市文明校园，创成总数位居宁波大
市第一。（9月19日《余姚日报》）

学校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传
播场所。校园文明既是校园德育成
效的展现，也是城市文明的重要展
示窗口。校园文明熏陶，对孩子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举足轻重。

文明校园是显性文明与隐性文
明相结合的整体。显性文明包括校
园的物质环境，如明亮宽敞的校
舍、干净整洁的教室、整齐美观的
绿化、秩序井然的操场；隐性文明
则包括校风、班风、人际关系等，
人人讲文明、处处讲礼貌，在全体
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建立友爱、
诚信、团结、和谐的校园，就是校
园文明建设的目标。

校园文化是文明校园的外在表
现形式，优美的校园文化环境有利
于规范学生的品德行为。当学校的
每一个角落里、每一张小报上，都
能看到关于文明教育的内容，便能
让学生在润物无声的德育教育中成
长进步、涵养文明。

因此，我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整个校园作
为文明教育的大课堂，广泛开展文
明班级、文明宿舍、文明食堂创建和
志愿服务等活动；要不断巩固学校
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加强校报、校
刊、校内广播电视、宣传窗等建设、
管理，加强网络思想文化建设和网
络文明素养教育，使学生形成科学、
文明、健康的上网意识和习惯；要不
断推动师德师风建设，让老师通过
自身的文明素养作出表率，从而影
响和带动更多学生崇尚文明、追求
文明；要营造美丽校园环境，实现校
园各项硬件设施使用功能、审美功
能与教育功能的和谐统一，不断激
发师生爱校热情，让文明校园成为
孩子健康成长的乐园。

文明校园是孩子健康成长乐园
罗鹏飞

海关总署9月24日通报，海关部门已对219名违规旅客实行三年内不
得购买海南离岛免税商品的处罚。

新华社发 程硕作

严格处罚

在马渚镇开元村漕斗头自然
村，说到梅杏芳，村民们都竖起大
拇指称赞。二十余年来，她不离不
弃、任劳任怨照顾瘫痪的丈夫，努
力赚钱将孩子养大成人，供孩子读
书，用爱撑起了这个家。（9 月 25
日《余姚日报》）

梅杏芳用实际行动时时处处践
行夫妻情义，诠释了“真爱”的含
义，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样的好妻子显然为整个家庭提供
了浓厚的家风正能量。“夫妻本是一
家人，有相互照顾的责任和义务”，

“最难过的时候已经熬过去了，还有
什么困难能难倒我们吗”，这一份相
濡以沫的承诺和守候无疑就是最感
人的“真爱”与最美丽的家风。

前些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播
出的“家风”系列报道，曾引起社会的
广泛共鸣，也引发了大家对家风的反
思。家风代表着一个家庭的风气、风
尚，表现为家庭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
化氛围，不仅外显在行为上，还体现
在家庭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方
面。各个家庭的家风积聚起来就形

成了民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
风气是否良好、民风是否淳朴，取决
于每个家庭的家风是否优良。

良好的家风离不开全体家庭成
员的共同营造，什么样的家风，就
会营造出什么样的家庭关系，也会
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成长。不难
想象，一个“三天一小吵、五天一
大吵”的家庭，很难培养出活泼阳
光的孩子。只有夫妻相敬如宾、婆
媳谦让体贴、长幼互尊互爱、全家
同心合力的家庭，才能为孩子营造
积极有爱的成长氛围，才能传递出
充满正能量的家风。

近年来，在家风文化的感染
下，越来越多孝老爱亲、助人为
乐、诚实守信、见义勇为、敬业奉
献的道德模范、平民英雄出现在我
们的身边。他们的家风，给了我们
诸多启示，影响培植了更多的好家
风、正能量。期盼更多的家庭能营
造出温馨和谐、文明向善的家风正
能量。相信当优秀的家风观念深入
人心时，良好的社会风尚自然会水
到渠成。

家风正能量凝聚社会好风尚
刘云海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近日报道，
我市大力推进村级服务社建设，使
山区群众“足不出户”享受便捷服
务，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

在 2006 年年初的全省农村工
作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
近平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农民专
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
体”的农村改革新思路。村级服务
社的任务，就是把生产、信用、供销

“三位一体”服务送到最前沿，推动农
合联村级服务社成为“一站式”服务
平台，提供“一条龙”服务，有效解决
一家一户“办不成、办不好”的问题。

大力推进村级服务社建设，首
先要搭建平台，突破农民增收“天花
板”。如鹿亭乡竹林面积较大，春笋
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笋干作为鹿亭的特产，传统做法是依
靠阳光晒干，但春笋上市季节经常春
雨绵绵，缺少日晒，既影响质量又影
响收成，农民多年来盼着有个提供烘
干服务的地方。今年3月底，鹿亭乡
农合联在中村村成立了富农服务社，
推出笋干烘制服务，深受农户欢迎，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加工了近7
万公斤的春笋。仅通过笋干加工，就
为农户增收近20万元。

大力推进村级服务社建设，还
要拓展功能，打造山区发展“新引
擎”。近年来，“互联网+农产品+旅
游”的新业态，加快了山区农业产业
现代化步伐，推动山区经营模式“新”
起来。在鹿亭乡，农民足不出村便能
在家门口销售笋干、粉丝等传统农产
品，激发了农民种植特色农产品的积

极性。据统计，仅“粉丝经济”一项，
就帮助该乡常住人口人均增收1000
元，增收贡献率高达50%。

大力推进村级服务社建设，更
要聚焦融合，激发农民创业积极
性。村级服务 社 谁 来 建 、 建 在
哪、怎么建、干什么？我市遵循

“属地主办、乡村共建”原则，
市供销联社、有关乡镇政府出台
专门扶持政策，设立专项资金，
为村级服务社场地装修、日常经营
等提供资金扶持，保障服务社常态
化运作。针对“专业人才不愿意进
来、村里年轻人又留不住”这一难
题，我市瞄准农民主体，通过组织
农民参加农产品销售、农村电商营
销培训，培育和引进新型农民、农
产品经纪人、返乡大学生等一批

“联创客”，成为创业创新、服务农
民的生力军。

大力推进村级服务社建设，还
要优化资源，规范运作。市供销联
社（农合联）总结形成了村级服务
社运作“五个统一”要求，即统一
打造区域公用品牌、统一服务范
围、统一品质管控、统一包装、统
一营销，并制订出台《农合联村级
服务社服务规范》，将村级服务社
拓展到了四明山区 17 个行政村。
同时，我市进一步优化整合各类资
源，将物流、金融、保险、电商、
寄售等功能植入服务社，建立起

“政府+农合联+服务社”的推进机
制和“农合联+服务社+供应商”
的运营模式，去年以来带动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2000余万元。

村级服务社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山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