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创“共同育儿假”，这个头开得好
□ 胡建兵

发朋友圈寻找支付10元欠款
诚信美德当弘扬

□ 玫昆仑

热点冷评

近日，一则寻人启事在微信朋友圈被广泛

转发，背后的原因让人感动。匆忙中拍下的二

维码竟无法付款的来自青岛的张先生，通过发

朋友圈，寻找卖水的孩子，终于成功支付了 10

元钱的 5 瓶矿泉水款，让张先生感觉心里舒坦

很多。（10月6日东方网）

从青岛到深圳近两千公里，为了偿还10元

欠款，耗时两天半，终于还上了。这看似一件

小事，但这种小事并不小，它体现了一种传统

美德——讲诚信。

发朋友圈寻找支付10元欠款，说明张先生

是一个讲诚信、守信用的人。张先生此举是老

百姓讲诚信、守信用的最好见证。同理，此事

也说明该小孩相信大人们是讲诚信、守信用，

绝不会欺骗小孩。其背后也折射出该小孩的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在倡导社会主旋律，是

在教育孩子文明处世、文明做人，遵守社会公

德，值得点赞。

发朋友圈寻找支付10元欠款，在时下一些

人感慨世风日下、社会成员之间缺乏诚信、互

不关心的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其本身体现

出了人性道德的善良与美好，彰显了信任力

量，传递出社会正能量。

实践早就证明，只有讲诚信、遵守公德的

人，才会被人所尊重；否则，只会为人诟病。古

人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以

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诚实

守信是做人的道德根本，也是每个人的立身之

本。如果不讲诚信，欺骗别人，就丧失了人际

交往的最基本规范，别人会一个个逐渐远离你

而去，最后等于是自己欺骗自己。

古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特别是

在倡导建立诚信社会的今天，做事要先做人，

做人要从良心和品行做起。如果不讲诚信，欺

骗别人，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何况，人在做，

天在看，走得正，行得端，不做昧心事，不弄虚

作假，才能厚德载物、行善积德，生活才会心安

理得、问心无愧。所以，发朋友圈寻找支付 10

元欠款，实则是给我们上了一堂诚信教育课。

我们成年人不仅自己要讲诚信、遵守公德，还

要教育子女也如此。

02 星报时评信箱xbxy2010@126.com
2019年10月8日星期二编辑吴承江 组版李 静 校对陈文彪星眼

非常道

中科院：西北变湿是伪命题

最近，西北地区变湿变暖成了个热点话

题，有传言称，“降水过了秦岭，如果能保持 10

年，黄河就会变清了……”一些媒体也给出了

大标题“真正的大事：寒冷干旱的中国西北正

在变暖变湿”。对此，中科院之声发文表示，

尽管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期降水过程和植

被改善，但是一个区域的干湿状况取决于降

水与蒸发的共同作用。西北大部分区域降水

量远低于潜在蒸发量，部分区域甚至相差一

个数量级，目前的降水增加并不能从质上改

变这一区域干旱的状况，西北变“湿”基本上

是一个伪命题。 @中科院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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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天放

对“代经济”消费的负面应保持警觉

时事乱炖

微声音

研究称猫对人类的依恋被低估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在《细胞出版社》上发表

研究称，猫咪不高冷，也存在类似人类的依恋行

为，即使不常表现。研究观察发现65%的猫咪为

安全型依恋，即便让小猫接受6个星期的社会化

训练，也不会改变它们对主人的依恋。@财经网

宁夏近日通过

《宁夏回族自治区

妇 女 权 益 保 障 条

例》，提出鼓励用人

单位对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生育子女

的夫妻，在子女 0

至 3 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

10 天共同育儿假，这在国内尚属首

创。（10月5日人民网）

“共同育儿假”从字面上来解释，

就是夫妻双方共同养育子女的假期，

为男性帮女性分担养育儿女责任提

供机会保证。“全面两孩”政策落地，

如何照料孩子成了育龄妇女及广大

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宁夏在

原有“陪产假”的基础上，又增加配偶

“共同育儿假”是对育龄妇女的一种

尊重、一种间接支持和关爱，更好地

保护了妇女权益。在夫妻育儿方面

起到了“平权”“平责”的作用。可以

让男同胞在“共同育儿假”期间，与妻

子一起承担养儿的责任，在共同育儿

的过程中，增加夫妻之间的感情，也

让男同胞更深刻地体会育儿的不易，

更加疼爱家人。

养育孩子无疑是夫妻的共同责

任。一个爱妻子、爱孩子的男人，肯

定也会懂得怎么去尊重别人，懂得怎

么去更好地工作。孩子出生，父母尽

心照顾，这是天理人伦。“共同育儿

假”也许会耽误一时的工作，但从长

远来看，无论对家庭，对夫妻双方工

作单位，对促进社会和谐都是一件大

好事。其不仅体现出社会对妇女送

去了更多的尊重和关爱，也体现了社

会的文明和进步。

“ 共 同 育 儿 假 ”虽 然 有 多 种 好

处，但是否能真正落实到位还是一

个未知数。之前，许多省市出台了

“陪产假”等，但由于是地方性法规，

没有强制性措施，要求用人单位为

政策出资埋单，不但不能提高用人

单位的配合积极性和执行效率，而

且在实施的过程中阻力不小，真正

落实的没有几个。所以，要想让“共

同育儿假”落到实处，还要考虑到用

人单位的利益，通过给予适当的补

助或者减少税收等，让用人单位在

执 行“ 共 同 育 儿 假 ”中 不 吃 太 多 的

亏，提高企业推行“共同育儿假”的

积极性。

中新经纬消息，从前只知代购、代

跑腿，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连吃火

锅、去健身都不用“事必躬亲”了。据

了解，以“代服务”为主的各类跑腿平

台已步入大众视野，二手平台上的各

类娱乐向服务也应运而生。对于日益

流行的“代经济”，网友们评价不一。

有人认为，这是催生大批懒人的助推

剂；但也有部分网友觉得是市场需求

产生的正常现象。（10月6日中新网）

即使“代经济”看似正常，却也要

对此保持警觉。“代经济”毕竟有一定

的负面影响，如有人担忧这是“懒人福

音”而非“消费升级”。的确，虽然“代

经济”有一定市场，但由于需求面不够

广泛，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消费模

式，其发展很可能催生人们的偷懒意

识，甚至有批量制造懒人的可能。

而无论找何种理由，“代经济”都

属于“懒人经济”的范畴。尤其是忙于

学业或工作的年轻人愿意为此付费，

让“有闲人”代劳，这一方面反映出人

们收入的提高以及就业的多样化，有

“闲钱”让别人为自己代劳。而另一方

面，这使一些“有闲人”变得更繁忙的

同时，“代经济”的付费方却变得更懒

惰，这是不争的事实。

客观地讲，“代经济”具有可期的

市场前景，因为有消费需求，还能提

供一些就业岗位。但是，年轻消费群

体，动辄就让别人代劳，而不是靠自

己动手做，这显然会催生出更多懒

人。让别人“代劳”的事情过多，依赖

“代经济”而不能自拔，无疑将使得自

己的动手和交际能力日益退化，既不

利于自身成长，也将失去很多磨练自

己的机会。

有人辩称，“代经济”时代，人们

不是懒惰而是懂得享受生活，“懒人

经济”其实也是“勤人经济”，因为围

绕在“代经济”这条链上的不是还有

那么多为他人勤奋跑腿的人吗？这

仅是看到了事情的一面，却没有看到

另一面。花钱就能使生活越来越简

单，并非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别忘

了，如果“代经济”使一些人更勤奋却

同时使更多人“懒到底”，这是期待中

的美好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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