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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事发之后，沈阳市社保中心及时表态，将举一反三，努力为群众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服务，无疑
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接下来，就看加大对物业公司管理力度、设立接待提前到达办事群众的综
合服务窗口、提高办事效率、延长工作时间之类的承诺能否尽快兑现了。

呵斥市民的保安开除了，呵护市民的措施要跟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评论员 王学钧

10月16日，一市民到沈阳市社保大厦
办理业务，欲提前进入办事大厅御寒，
遭到物业保安的呵斥与推搡。曝光之
后，这件看似不大的事迅速激起不小的
舆论波澜。10月17日，沈阳市社会保险
事业服务中心发布处理情况通报称，已
正式向当事市民道歉，并已责令涉事物
业公司“严肃处理、认真整改”。随后，涉
事物业公司发表道歉声明，并宣布对涉事
保安予以开除。

对涉事物业公司而言，向当事市民道
歉理所应当。涉事保安竟敢如此肆无忌惮
地呵斥、推搡办事市民，说明涉事物业公司

在保安人员培训与管理上存在严重的问
题。作为一种职业，保安有着保安人员必须
遵守的职业规范。如果涉事物业公司对保
安人员的职业培训与日常管理足够严格到
位，呵斥、推搡办事市民这样的“胡来”恐怕
就很难有存在的空间。退一步说，就算这种

“胡来”并非源于所在公司员工培训与管理
方面的缺失，而只是该保安“临时起意”的
个人选择，涉事物业公司也应该及时出面
向被呵斥、推搡的市民道歉。

对涉事保安而言，被所在公司开除并
不冤枉。在最低温度-4℃的天气里，一早
赶来办事的市民想提前进入办事大厅避避
寒，这一要求并不过分。别说“上级”不一定
有禁止来人提前进入的“死命令”，就算有，

执行起来也不应如此简单粗暴。至少，应有
好好说话，对前来办事的市民表现出起码
的理解与尊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姿
态，对一个欲提前进厅避寒的办事市民恶
言相向、推推搡搡，不仅明显有违保安人员
的职业规范，弄不好还会因侵害市民权利
而涉嫌违法。

对沈阳市社保中心而言，这次舆情是
一次深刻的教训。作为社保大厦的业主，沈
阳市社保中心应对物业管理严加监管，不
能任凭物业保安“随意发挥”，以至于对前
来办事的市民“动粗”。如果这种“动粗”不
只是涉事保安的个人行为，而是跟物业公
司基于业主“要求”的某种“规定”有直接关
系，那就意味着沈阳市社保中心在服务意

识与工作姿态上存在某种亟待解决的问
题。从这个角度看，事发之后，沈阳市社保
中心及时表态，将举一反三，努力为群众提
供更为人性化的服务，无疑是做了一件正
确的事。接下来，就看加大对物业公司管理
力度、设立接待提前到达办事群众的综合
服务窗口、提高办事效率、延长工作时间之
类的承诺能否尽快兑现了。

这起事件值得不少公共服务部门引以
为戒。公共服务部门本来就是为群众服务
的，必须习惯于人来人往，要尽量为办事群
众敞开大门、提供便利。无须引入物业保安
的，尽量不要引入物业保安。如果确有需
要，公共服务部门必须在物业公司筛选、物
业保安监管上尽到应有的责任。

观点

重庆市梁平区政府网站近日发布消
息，梁平区民政局答复区人大代表关于

“办理结婚证、生育证，先取得家庭教育
合格证”的建议称，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
精神均未提及家庭教育合格证，故不能
作为办理结婚证、生育证的前置条件。

毋庸置疑，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
是非常重要的，是“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即使如此，对于父母“持证上岗”，仍是
难以苟同。一出现问题，就考虑设证，把证
件作为前置条件，实在是错误的思维，是对
考证的迷恋。这样的迷恋，是不正确且有害
的。没有父母不希望教育好孩子，没有父母
不渴望正确的教育方法，把家庭教育的培
训搞得更活泼些、更实用些、更有效些，父
母自然乐于学习、热衷于培训。动辄持证，
确实不是正确的应对之举。 (关育兵)

随着国家对于各类饭圈乱象的清理
整顿，不少之前通过粉丝集资巨额款项为
偶像应援的集资平台或退出或宣布转型。
Owhat平台曾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千
千万万粉丝把零头小钱投入平台，最终汇
集到某一个粉丝团的手上，就成了足以支
撑一场盛会的巨款。然而，最近有不同明
星的粉丝团先后发声，他们在Owhat平台
上的资金无法提现，平台以各种理由拖
欠。目前，有粉丝团表示已经报警。

Owhat等平台需要采取更加完善的
善后措施，让应当退给粉丝的每一分钱
都明明白白、全部退还。由于粉丝往往年
纪偏小、缺乏社会经验，也要多寻求家
长、法律人士帮助，采取有效的维权行
动，如此才能让自身权益不被侵犯。这也
是有效整顿饭圈乱象所必需的。（毕舸）

家庭教育是很重要

“持证上岗”就不必了吧

饭圈集资神器“爆雷”

巨额款项不能成糊涂账

让行业协会商会

“脱钩”不“脱管”

要想真正改变政社不分、权责不
明现状，抛弃行业协会商会“二级政
府”“红顶中介”的尴尬角色，必须掐断
职能部门借行会商会“养人”“牟利”的
畸形需求，让行业协会成为独立的市
场治理主体。行业协会商会也要勇于
摆脱行政倚靠，自觉“断奶”、自谋生
路，按照行业协会商会的运行规则和
方法，寻求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
完善，当好政府和市场的帮手。

另一方面，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
照国家政策要求，抓紧制定实施方案。
尤其是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确保其

“脱钩”不“脱管”，避免协会商会“改换
门庭”后继续变相收费、搭车收费，坚决
遏制有可能出现的“指定服务”“官员
寻租”等隐性腐败问题发生。（舒朗秋）

年轻人放弃大学入学资格

我们不妨宽容以待

越来越多的考生选择放弃入学资格，
这或说明大学作为社会流动通道的最优
性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已非最优。或也说明
社会流动通道多样性的出现以及通道之
间差异的减少。

无论如何，考生放弃大学入学资格既
不违法，也非失德，或只是给录取他们的
学校带来些许不便。人们不妨宽容以待这
些放弃大学入学资格的年轻人，让他们自
己去体会放弃与执着、庆幸与遗憾的人生
况味。

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高校录取，
都是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双向选择，考生
投报多所高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随着
我国高校自主招生的制度化，考生放弃
某所高校入学资格也将成为常态。

（光明）

葛评论员观察

2018年在这里曾诞生了一
注773万元大奖，曾获得优秀福
彩站、五星福彩站等荣誉，并连
续三年获得优秀销售站的称
号……不仅如此，这里的喜报
接二连三。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这一切得益于福彩站站长孙晓
东的苦心经营，而这背后的努
力，更是体现了孙晓东对福彩
公益事业的付出与奉献。

俗话说“善人者，人善之”。
几年如一日，孙晓东正是用良
好的购彩环境、诚信的经营理
念和贴心的服务，换来彩友的
信任，从而使销量不断提升。

“小小销售站，干出大事业”这
是孙晓东从事福彩站站长的座
右铭。细数过往，孙晓东从事福
彩事业迄今为止已经17年了，
他从一个福彩小白，经过上岗
考试、打票考试等层层考核，到
一名普通的销售员，再到一家
在威海当地荣誉饱满的福彩站
站长，这17年间，每一年、每一
天似乎都有故事……

孙晓东是一名非常勤奋且
热爱学习的人。他每天坚持7：
30就打开彩票站大门，在收拾
好站点的卫生之后，利用闲散
时间学习福彩的公益知识和公

益新闻，成为了每天必备的一
项功课。因此他对福利彩票的
各种游戏玩法都十分熟悉，对
于选号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很多在他的福彩站购彩的彩
友，都愿意和他交流经验。而
孙晓东也总是耐心倾听彩友
想法，细心解答彩友疑问。孙
晓东说道：“我们不只是一个
打票的机械手，我们更应该是
爱心公益的宣传员。我们要和
每一位彩友都成为朋友，这样
才能很好的去宣传我们的公
益事业，让福利彩票这项伟大
的事业越走越远。”

除此之外，在平时与彩友的
沟通当中，他还经常提醒彩友：
一定要理性购彩，一定要清楚地
认识到，你买的每一张彩票都是
为公益做贡献，不中奖是常态，
中奖只能说明你幸运。我们要通
过彩友去提醒还未购彩的彩友，
购彩是一种爱心公益行为，不是
发家致富的捷径。

我们走进彩票站，第一眼
就看到放在桌子上的糖果、茶
水。通过这些细节足以看出孙
晓东对顾客的热情与细心。这
可能得益于孙晓东之前从事售
后服务留下的“服务基因”。所

以，在站点的服务上更加体现
了他的细致和专业性。

作为一名福彩人，孙晓东
将真心倾注在了这间小小的销
售站中，用一点一滴的付出，换
来了彩友的信任与今日的荣
誉。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彩票
站销售业绩逐年增长。孙晓东
说：“这份事业使我感到了从事
福彩事业的自豪，我的人生价
值也得到了体现，因为自己也
为彩票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
我坚信这项公益事业将有更大
的发展，它终将陪伴我一生。”

(王程浩 王帅)

一颗公益心，17年坚守
福彩人孙晓东：用赤诚真心，谱写销售传奇

山东又中头奖啦！2021年10月17日，福彩双
色球第2021118期开奖，红球02 06 14 18 20
31，蓝球13。本期一等奖开出6注，单注奖金846万
余元，其中一注花落山东淄博，中奖彩票是一张
投注额6元的自选单式票，中得奖金8460209元。
大奖诞生在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东一街14号
第37031050号销售网点。

除了1注一等奖，本期山东彩友还中得7注二
等奖。值得留意的是，本期菏泽中得的1注二等奖
出自一张“12+1”自选复式票，在中得1注二等奖
的同时，还中得了36注四等奖和225注五等奖，中
奖金额合计215414元；另外6注二等奖则均出自
投注额10元的单式彩票，各揽奖金20 . 5万余元。

山东：一张6元票

击中双色球846万元 9月7日晚，双色球游戏第102期
和3D游戏第240期开奖，烟台市招远
彩友好运连连，1注双色球二等奖和
27万3D大奖同时驾到！招远37068503
号站点开出1注双色球二等奖；招远
37068517号站点一彩友收获27万元3D
奖金！开奖次日，站点销售员李铭
瑞陪同大奖得主孙先生(化姓)一起来
领奖。

李铭瑞说，孙先生是站点的老朋
友了，一直喜欢玩3D游戏，并且对组
三玩法情有独钟。“我经常去站点买
3D组选三彩票，特别是刚开始购彩
的时候，买组选三的3D彩票常常中
奖 ， 我 就 对 组 三 玩 法 产 生 兴 趣

了。”孙先生说，自3D游戏236期开
出“686”之后，他对组三玩法更有信
心，几乎期期不落地购买3D彩票。

9月7日下午，孙先生像往常一
样来到37068517号站点购买彩票，冥
冥中感觉今晚的3D大奖号应该是组
三号！他当机立断，马上决定买单选
双复式全包票，并且多倍投注。

当期3D开奖号出来后不久，李
铭瑞就收到了孙先生发来的微信：

“看我说的没错吧！果真出了组三
号！”

至于这笔奖金，孙先生说自己暂
时没有规划。“不过以后还会继续购
彩，为福彩公益事业做贡献。”

看准时机就出手，3D彩友一举收获2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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