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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来论

□徐刚

近日，一则新疆牧民帮游客推车后拒
绝收钱，并展示胸前党员徽章的视频在网
上刷屏。网友纷纷表示：“当（大叔）亮出党
员徽章那一刻，眼眶湿润了。”这位大叔名
叫阿布都加帕尔·猛得，他表示“我不能收
钱，因为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做实
事，做好事，是我作为党员的职责和义
务……”

亮出的是徽章，展现的是信仰。扯开的
是衣襟，显示的是胸怀。新疆大叔阿布都加
帕尔·猛得的故事感动了千万网民，更让我
们看到了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风采。

党员徽章是党员身份的象征，也是党
员责任的体现。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对于党员，更是责无旁贷。正如阿
布都加帕尔·猛得大叔所言，做实事，做好
事，是自己作为党员的职责和义务。

党员徽章不会说话，却成为最好的语
言。面对这枚小小的党员徽章，金钱变得渺
小，人性变得温暖，人格变得高大。受助的
游客说这是其“此生难忘”的场景。诚哉斯
言！阿布都加帕尔·猛得大叔只是我们
9514.8万名党员中的普通一员。除了阿布都
加帕尔·猛得大叔，其实我们身边还有很多
这样不忘初心、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他们
要么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要么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为民排忧解难。

“我不能收钱，因为我是一名中国共产
党党员。”面对受助人的金钱感谢，阿布都
加帕尔·猛得大叔亮出的党员徽章就是最
好的答案。这枚党员徽章代表了一名共产
党员的品质，也代表了共产党员的形象。

一名党员就是群众中的“一面旗”，千
百万共产党员的先进形象就是我们党的
光辉形象。阿布都加帕尔·猛得大叔只是
一名普通的基层共产党员，其帮游客推车

也只是普通的小事儿，但这并不影响这位
牧民大叔成为我们的偶像。尤其是在已经
习惯了一切付出皆以金钱和利益衡量的
商业时代，阿布都加帕尔·猛得大叔告诉
了我们什么才是人性的善良，什么才是岁
月美好。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阿布都
加帕尔·猛得大叔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做的
也只是普通的事儿，但恰恰是这位牧民大叔
的平凡义举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感
受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无私追求。

“亮出的是党员徽章，闪耀的是朴素
信仰”，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
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
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
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
就。我们感动于阿布都加帕尔·猛得大叔
的质朴和真诚，更应该将牧民大叔的精神
传递下去。

□史洪举

笔者3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主
办的中国商标网上查询获悉，“新年快乐”
先后5次被申请为不同领域商标，目前均
已被驳回或驳回复审状态。申请“新年快
乐”商标的既有个人名义申请的，也有公
司，涉及的领域有烟火、办公用品、含酒精
的饮料等。

拥有一个名称优美、知名度高的商
标，会给自身产品带来一定口碑和销量。
特别是将部分知名度较高的词汇当作商
标，将会自带流量和广告效应，产生强大
的吸睛效应。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将任
何名词或俗语都注册为商标，相关部门驳
回这种投机取巧的注册行为，无疑给那些

“捞偏门”的投机行为按下“停止键”。
虽然注册什么商标完全是个人自由，

但也并非绝对自由。根据《商标法》，申请
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
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或者有害于社
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标志不得注册商标。

“新年快乐”作为一个妇孺皆知、耳熟
能详的祝福语和通用俗语，其本身已经成
为公众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即任何人向他
人祝贺新年或者春节时均可使用该词汇。
而且，每逢新春佳节，任何商家都可能在
商品外包装上或者店招、横幅、广告页面
等载明“新年快乐”等类似词汇以烘托喜
庆气氛。人们在互赠礼品时也可在礼品上

或者贺卡上写明类似祝福语。
另外，“新年快乐”已成为任何人都有

权使用的社会公共风俗文化词汇，谁也无
权独占和垄断。因而，将该词汇注册为商
标的话，显然有害于社会道德风尚和文化
风俗。试想一下，假使有人成功注册“新年
快乐”商标，那么，其他商家想要在春节期
间使用该词汇的话就可能构成侵权，商品
外包装上也不得随意出现类似字样。这显
然超出了普通人的认知范畴和接受程度。

可以说，注册“新年快乐”商标的行为不
过是投机取巧，依照现有的商标法不可能申
请成功，结果只能是一次次被驳回。相关部
门驳回申请，也是对市场秩序和诚实信用原
则的维护，也将让那些投机钻营者打消通过
注册将社会公共热词占为已有的幻想。

□郭元鹏

近日，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一女子实
名举报公务员丈夫玩弄女性，在自己孕期
出轨，买奢侈品公款报销等。日前当记者
就此事联系到射阳县盘湾镇政府时，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被举报人韩某远工作
已调动。射阳县纪委工作人员表示，相关
事件已处理结束，具体情况不便透露。

这则“妻子举报丈夫”的短视频一直
在网上发酵，成为热议话题。该女子在举
报视频中称，丈夫韩某远现任射阳县某镇
经济发展局局长，日常穿戴奢侈品，并称
其买的奢侈品可以公款报销。

从举报信息来看，韩某远可能涉及两
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生活作风问题；一
个是公款消费问题。当地有关部门表示

“已经处理结束”。既然“已经处理结束”，

还给出“不便透露”答案的说辞，显然不是
处理舆情的最好办法。

一方面，“妻子举报丈夫”是火热舆情
事件；另一方面，公众都想知道是不是真
的，到底是如何处理的，一句“不便透露”
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此事的关切。

回应舆情需要真心实意，只有真心实
意作出回应，才能消除舆情带来的负面影
响。一味以“不便透露”式的遮遮掩掩来回
避问题，只会给舆情火上浇油。这并非是
处置舆情的正确态度和正确方式。事实证
明，回应舆情越是“欲说还羞”，越是能激
发大家探寻真相的渴望，也不利于消除舆
情带来的负面情绪。为何一些“小道消息”
容易被传播？原因就在于“大道消息”不够
畅通。

就拿“妻子举报丈夫”来说，既然有了
处理结果，就应该好好回应舆论的质疑。

比如，妻子举报丈夫生活作风的问题，到
底是有还是没有？比如，举报所说的公款
消费是不是真的？到底消费了多少公款？
将处理结果完整公布出来，维护的是公民
的知情权，让大家对处理结果进行监督，
则维护的是公民的监督权。

当然，鉴于相关处理程序要求，“不便
透露”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关键是要把不
便透露的“不便”具体原因说清楚，比如涉
及个人隐私不能透露，比如涉及继续办案
要求不能透露。而只是一句“不便透露”显
然不能打消公众的疑惑。

总体而言，相关部门“不便透露”的工
作态度是不好的，信息时代，法治时代，应
该尽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不
便透露”能少些就尽量少些，只要不涉及
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就该把话说得敞敞
亮亮。

□郝立鹏

随着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银行业保险业网点智
能化转型快速推进，普遍提高了金融服务
的效率和便利程度。但与此同时，由于不会
使用手机银行、看不懂智能设备操作界面、
对数字金融缺乏安全感等，部分老年人面
临着享受基本金融服务的“数字鸿沟”。

提供符合老年人需要的金融服务，是
推动老年人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的必然
要求，也是金融科技创新中需要考虑的问
题，更是银行业面临的重要课题。从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
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到银保监会
发布《关于银行保险机构切实解决老年人
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通知》，从北京国家
金融科技认证中心发布《银行营业网点适

老服务要求》企业标准，到建设“适老服务
示范网点”，一系列举措正在推动解决老
年人在银行保险服务领域运用智能技术
方面遇到的困难。

政策制定只是第一步，将具体措施落
实落细落到位才是关键。笔者在建设银行
北京安华支行营业部看到，老花镜、老年
扶手、老年人专用座椅、移动填单台等用
具设施配备齐全；智能设备系统增加关怀
模式，以更大字体、简洁界面提升老年人
的易用性；坐式智慧柜员机针对老人实现
分屏幕“一对一”同步指导……被称为“暖
阳驿站”的适老化服务受到老年用户称
赞。放眼全国，各大银行从网点布局、人工
和柜面服务、手机银行App等多个方面加
速“适老化”改造，不断为老年人提供更周
全、更贴心、更直接的金融服务。

从实践经验来看，金融服务的适老化

并不是一味地推崇数字化智能化，必须坚
持传统服务与智能创新“两条腿”走路。在
金融服务各类场景中，一方面，必须保留
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充分保障在
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困难的老年人的基
本需求。另一方面，需要使智能化服务与管
理适应老年人，改造应用系统，让数字技术

“更可得”；优化线上服务，让智能设备“更易
用”；升级线下设施，让网点服务“更贴心”。
银行业只有下足“绣花功”，才能让老年人
跟上智能发展趋势的步伐，更好地享受科
技进步带来的便捷的金融服务。

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2 . 5亿，让智能技术发展与老龄化发展相
协调，对银行机构而言，是一项长期任务，
也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新疆大叔的党员徽章闪耀着朴素信仰

亮出的是徽章，展现的是朴素的信仰。扯开的是衣襟，显示的是温暖的胸怀。新疆大叔
阿布都加帕尔·猛得的故事感动了千万网民，更让我们看到了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风采。

驳回“新年快乐”商标申请维护了公共风俗文化

妻子举报丈夫，处理结果咋“不便透露”？

更周到的适老化服务，让银行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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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媒体在广东、江苏、安徽等
地调研，发现部分企业超万元薪资仍
难吸引一线普工。如江苏某制造企业
负责人表示，务工者越来越愿意选择
灵活就业模式，由此催生不少劳务中
介去组织临时工、小时工。目前企业招
聘一个工人支付的中介费在1万元左
右，春节期间更是高达18000元。

从媒体调查的情况看，这种高薪
用工其实是企业生产旺季临时需求，
通常要超长时间加班，而这种高薪又
极不稳定，吸引力不够其实也不意外。
另外，招工难还有适龄劳动力人口下
降，其他外卖、网约车等新兴行业可以
吸纳就业等综合因素。

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工人的人
力资源和就业观念已经发生变化。年
青一代的工人拥有更多选择，同时对
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等也有了更高要
求。这对制造企业来说，不能总是指望
靠工人让渡自己的利益去赚钱发展。近
几年，互联网大厂的超时加班一再被批
评，说明年轻人已经越来越不接受只当

“工具人”的工作生活状态。 （守一）

企业“万元薪资难招工”

根源不在中介赚差价

把温水、咖啡等液体从肛门注入
肠道，就能“排毒减肥”？最近，名叫“肠
疗SPA”的养生项目宣称除了减肥，甚
至可以解决发烧、过敏性皮炎、糖尿
病、血压高等多种问题。但在专业医师
看来，此类“肠疗SPA”不仅无法实现
广告宣传的效果，还可能诱发败血症
等疾病，重则造成患者伤残。

此类非法经营活动往往以“科学”
之名行伪科学之实。“纳米小分子水”

“矿化小分子水”“益生菌水灌肠”等概
念，以似是而非的科学术语忽悠消费
者，让人放松警惕。应当明确的是，类
似“肠疗SPA”的项目不是有益的创
新，它们一步步吞噬科学的领地，混淆
公众的认知，直到搅浑市场的池塘。

无论往肠道里灌注什么，其侵入
性特征决定了其医疗行为的性质，任
何医院以外的机构都没有资格提供此
类服务。对从事非法医疗活动的美容
机构，监管部门必须取缔，并予以重
罚，铲除非法医疗和相关营销的生存
土壤。 （王钟的）

往身体里灌咖啡减肥？

对伪科学必须零容忍

近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冰城问
政》一期节目聚焦供暖问题，节目中观
察员言辞犀利地质问相关部门，“十几
年来年年这个时候做供暖问题专场，
屡教不改，问题一大堆，投诉一大堆。”

“各区供暖办，你们每年拿13个月工
资，年底还有几万元奖金，让你们管半
年的事情，管成这个样子，夏天6个月
的时间，干啥去了？”

哈尔滨最近夜间气温都在-20℃
以下，暖气热不热直接关系到漫漫寒
冬如何度过。许多居民反映屋里温度
达不到《黑龙江省城市供热条例》居民
卧室、起居室（厅）温度全天不低于
20℃的标准，在家里穿羽绒服，空调、
电暖器、电褥子、暖宝宝都得备上，半
夜都能被冻醒。在公共服务的特性之
外，暖气也是一种商品。人们付取暖费
就应该享受应有的取暖服务，否则企
业就要按照百分比退还居民取暖费。

从供热公司、物业到供热办、区长
热线，视频中居民为了解决自家的暖
气不足问题可谓想尽办法，最后却得
出了“上门解决也是假招”的结论。民
众越是费心，越说明相关单位没把群
众的急愁盼问题放在心上。

（张永群）

让暖气温度达标

“上门解决也是假招”？


	A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