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交车上，听到一番对话，饶有兴味——

“哎呀，说那天是感恩节，我都不晓得的节，

竟有两批孩子来送我们鲜花呢。”老人家说道。

“不算稀奇的。老爸，你不知道合肥市夕

阳情老年公寓在重阳节前后，‘献爱心’活动

井喷。有位老人甚至一天被志愿者们洗了7

次脚。”年近五旬的女儿答曰。

怎样看待这个社会现象？

首先是一个好现象。这说明，尊老、爱老、敬

老、助老，现已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夕阳情老

年公寓献爱心的井喷，是一种孝心的扩散。那么

多志愿者涌到夕阳情老年公寓，为老人洗脚，一起

包饺子，为他们打扫卫生、表演节目，总要比那里

门可罗雀、无人探望为好。许多人都去为老人做

好事，总比个别人做好事要好。对整个社会来说，

它唤起了更多人给予生命的两头同等的爱——

以对子女般的疼爱去关爱自己的父母，以待孩子

般的耐心去理解自己的亲人。争先恐后地为老

人洗脚的现象，对那些把老人扔在养老院不问不

闻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鞭策和督促吧。

一位老人被志愿者们洗了7次脚，这又是

一种可以也理当引导的社会现象。老人被洗

了7次脚，是愉快中的烦恼，是爱心井喷中带有

喜剧色彩的“撞车”。我不赞成用“狂轰滥炸”

字样嘲讽上述献爱心活动。有人将它称之为

“甜蜜的负担”。这个比喻倒是蛮恰当的。既

是“负担”，又是“甜蜜的”，那么，我们能不能想

点办法，将甜与蜜化开，使甜蜜不再成为负

担。这就是说，探访不要扎堆，聊天分开进行，

洗头洗脚细水长流，问长问短陆续不断，联欢

表演及时送来。经过细致周密的安排，全社会

形成一种关爱老人的风气，好事点点滴滴地

做，口惠实又至的帮助接连不断送来，爱心均

匀分配，“甜蜜的负担”问题并不难解决。

据统计，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

经达到1.78亿，不足10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老年

人。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如何让我们

的父母活得有尊严，让我们的家庭多享受天伦

之乐，让我们挚爱的人，以及我们自己，能够有

准备地走进暮年，这是时代赋予当代人必须解

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认真做好尊老、爱老、敬

老、助老的工作，可谓是人人有责，人人都应出

一把力。

据悉，中央电视台现已把“我的父亲母

亲”节目固定化、常态化，将它作为一个品

牌。爱老敬老常态化，亦即将甜蜜化开、成为

细水长流，这对社会各方面都该有启发。大

家都来着力于爱老敬老常态化，则“甜蜜的负

担”之类富有喜剧性的现象会也许就不会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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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治国 见习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工会主席张女士被公司以泄密为由辞退，

经过劳动仲裁、诉讼程序，公司恢复了和她的

劳动关系。然而，公司随后却安排张女士一个

人在探头下办公，一天之内连开 5张罚单，又

在一周内再次将她辞退。心寒的张女士再次

通过法院讨公道。记者了解到，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近日确认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审判

决支付张女士工资 1735.63元、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15.8万余元，驳回其余诉讼请求。

公司指其“泄密”
工会主席被辞退

从2001年起，张女士进入一家新加坡模具

公司担任人事主管，每月工资为7550元。后经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工会联合会批复，她又开

始担任这家公司的工会主席。

就是这样一位老员工，2011年4月29日却

被公司根据《员工手册》，以故意泄露工资及福

利等公司机密给他人为由，予以辞退。

而按照协议，双方的劳动合同本应执行到

2013年3月 1日。张女士不服公司辞退决定，

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

恢复劳动关系，获得支持。法院一审判决公司

恢复与张女士的劳动关系，并按标准支付2011
年 5月 12日至劳动合同关系恢复之日止的工

资。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审判决。

恢复劳动关系
却遭“特别待遇”

经历了这场突如其来的辞退风波，从仲裁

到一审、二审，张女士总算讨到了一个“公道”，

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2011年 12月，公司发出通知，张女士于同

月 22日重新上班。上班第一天，公司就召开

中层以上干部及人事部门会议，以PPT形式，

将张女士所谓泄密证据告之与会者，并派专人

全程摄像录音。

会上，公司以张女士办公位置已被占为由，

安排她一个人到下属工厂办公。新的办公室既

未配备电脑、电话，也无法接听手机，墙上还安

装了两个探头。在公司发给张女士的告知函上

还这样写道，“上班时间内如需离开工厂，需进

行书面申请。不得擅自进入公司车间及仓库。”

张女士是工会主席，当她接待来访职工、

召开工会会议、处理大病职工的保险事宜时，

公司不但派专人摄像录音，还认定张女士严重

违纪，一天连发 5份违纪处罚单。就这样，在

恢复工作仅一周后，张女士再次被解雇。

赢了官司却伤心
起诉索赔获支持

赢了官司，却没有赢得尊重。张女士感到

身心俱疲，她决定拿赔偿金走人，于是再次向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在审

理过程中，仲裁员调查发现张女士的遭遇均属

实，因而裁决公司支付张女士赔偿金15.8万余

元以及 2011年 12月 22日至同年 12月 28日工

资1735.63元。

仲裁后双方均不服裁决，分别向浦东法院

起诉，法院予以合并审理。张女士在诉讼请求

中，除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及工资外，还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其 2010
年、2011年加班工资6.6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司以张女士“向公

司同事领导咆哮”、“多次违反出入厂区规

定”、“不服从公司工作安排”、“在工作时间

办公场所内大声喧哗；严重扰乱生产秩序”、

“屡次受到书面警告”5条理由作为解除双方

劳动合同的理由，依据不足，不予采纳，法院

因此确认公司解除与张女士的劳动合同违

法。案件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判决

已经生效。

胜诉恢复劳动关系却遭公司刁难
被辞退员工获赔15.8万元

■见习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12月 2日晚，博山东路某小区内警民合

作力擒窃贼，避免了市民财产损失数万元。

民警老李在与歹徒搏斗时受伤，右手骨裂。

目前小偷刘某（化名）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查中。

当晚 8时左右，罗山新村派出所巡逻民

警老李接到通知，博山东路某小区内发生入

室盗窃案。他当即和协警奔赴现场，报案人

蓝先生已在小区入口等候。蓝先生表示自己

住在一楼，当时看到外面有人从天井围墙攀

上二楼，但是不清楚具体是哪户。蓝先生看

那人身影不像是楼上住户，怀疑是有人入室

盗窃便电话报警。

警民三人分工协作，蓝先生主动请缨与

协警堵住二楼住户大门，防止小偷从正门逃

走。老李再三叮嘱两人注意安全后，一人来

到天井外，攀上围墙试图查看屋内情况。谁

知，屋内小偷异常谨慎，居然很快注意到屋外

有动静，发现情况不妙竟然从二楼窗户直接

跳到天井里企图脱身。老李紧跟其后也跳至

天井。小偷看到警察并没有束手就擒，妄图

撂倒老李后脱身。经过一番搏斗，小偷被老

李制伏，拷上手铐带回派出所。

民警在其身上搜出手套、老虎钳、螺丝刀

等作案工具，缴获赃款万余现金，以及十几件

金银项链等贵重饰品。直到这时才松下一口

气的老李感到自己右手臂阵阵刺痛，没当一

回事的他本以为是扭伤了手。在同事的一再

劝说下，他才来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右手居然

骨裂了。

警民三人
勇擒窃贼

欢迎拨打新闻热线

13916625766

是突然发生的
是新鲜有趣的

是生动感人的

线索一旦采用即付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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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人家饭菜香？ □邹勤/绘

■通讯员 张鑫鑫 本报记者 杨珍莹

一名菲律宾船员抵达上海后与同伴登

陆游玩，结果彻夜饮酒，醉倒在路边，被派出

所民警发现，却因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最终

在外高桥边检站民警的帮助下，才得以顺利

返回停泊于外高桥码头的外轮上。

日前一天下午 1点半左右，外高桥边检

站勤务指挥中心接到虹桥派出所民警电话，

称他们在夜间巡逻时，在吴中路附近发现一

名中年外国籍男子醉卧街边，随即将其带

回。该男子酒醒后，自称是靠泊外高桥码头

的芬兰籍“芬兰泰德”轮上的船员，并出示了

自己随身携带的两本护照和两张登陆证。

外高桥边检站民警赶到事发地之后，立刻了

解了事情经过。原来醉酒的外国男子是“芬

兰泰德”轮上的一名菲律宾船员，

当前一晚该轮靠泊后，他就和另一名芬

兰同事一同登陆饮酒，后来两人都喝多了，

他独自醉倒在街头，芬兰同事也不知去向。

而他身上的两本证件和两张登陆证，有一份

正是他芬兰同事的。考虑到“芬兰泰德”轮当

日下午就要前往新加坡，而菲律宾船员路线

不熟悉且刚醒酒，很可能赶不及在船舶开航

前赶到码头。于是民警驾车将他送回码头，

之后民警又和船方获得联系，得知另一名芬

兰船员已自行返轮后，才放下心来。

外籍船员醉酒睡大街
边检民警相助解困境

日前，浦兴社区组织开展禁毒系列宣传
进地铁、社区、校园活动，向广大市民和在校
学生宣传禁毒系列知识。

街道禁毒办联合浦兴路派出所、禁毒社
工、凌二居委、禁毒志愿者，对辖区内民办丰

华中学，地铁6号线巨锋路站的广大市民及在
校学生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观看宣
传版画、发放各类宣传品和资料来宣传毒品
的危害性，使大家认清毒品危害，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本报记者 徐网林 摄影报道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孩子是家庭的未来，被家长寄予厚望，无

可厚非。学点新技艺，大人自己不会，多半是

因为年轻时没条件，如今把希望转到子女身

上，不仅是望子成龙，也多少带有弥补自己缺

憾的意思。能练就让孩子练练吧，据说是“不

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我担心的不是家长的厚望能否实现，而是

孩子稚嫩的肩膀是否吃得消。学外语、学奥

数、学钢琴、学舞蹈、学书法、学围棋，已经够孩

子一呛，还要时时想到“成龙”，想到不能让父

母失望，别说孩子，就是成年人恐怕也难以承

受吧。凡是大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都要从家

里娃娃抓起，成天忙忙碌碌，还有什么童年的

快乐？还叫娃娃吗？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在奥运会上获得团体

冠军，教练刘国良回答记者时动情地说，“是女

儿带给我力量，希望她们以后能够为有我这个

爸爸而感到自豪。”听了国良的话我很感动。

因为，在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国良还说过，将

来女儿打不打乒乓球要尊重她们自己的选择，

看她们的秉赋，而不会简单地“从娃娃抓起”。

刘国良的女儿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父亲

感到骄傲和自豪。如果说孩子的教育“不能输

在起跑线上”，那么有什么起跑线，会比让一个

孩子感到骄傲和自豪的父母榜样更好的呢？

那种由衷的钦佩会激发孩子的进取心，会使她

从小就看到人生的高峰，会自然而然地志存高

远、不甘平庸。如果真要“从娃娃抓起”，那么

最真实、最有效的，莫过于先从自己抓起，就像

从前清华学子说过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这才是明智的选择，才是有出息的父母。

我常常看到一些父母和大人，在教育孩子

方面可谓费尽心血、不遗余力，把能花的钱全

花了，能用的力全用了，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

心”。他们是否以为只要花钱出力就能培养出

优秀的孩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常有人说“我

们这辈子就这样了，以后就看孩子们的了”。

说这话的人不少都是四十多岁的人，“这辈子”

对他们来说，充其量才过了一半，连“老之将

至”也谈不上，就把奋斗的任务都推到孩子身

上了。而他们自己，真的优哉游哉地过上了

“养老”的日子，整天三饱一倒无所用心，读书

学习更是无从谈起，倒是甘愿把自己当成反面

教员来教训孩子：“不好好学习，将来跟你爸你

妈一样！”

我参加过多次孩子的家长会，即便是在那

样重要的场合，也总有一些家长的手机不时响

起，聊的尽是琐琐碎碎。当时我就想，有父母

如此，怎能指望孩子有教养？果不其然，他们

的孩子在后来的中考、高考中，都不尽如人

意。能怪谁呢？我看首先要怪当父母的。此

等父母教育孩子，孩子心里能服气吗？能为有

这样的父母感到自豪吗？

“从娃娃抓起”，好呀；只是，切勿因此而

忽略了自己的责任。这些年，一些身居海外的

同胞，成了“虎爸狼妈”，闹出很大动静。但是

说实话，我对那样一种所谓“成功的教育模式”

一点都不羡慕，他们的孩子即便都上哈佛、剑

桥又怎样？我相信绝大多数优秀孩子的家庭，

肯定不是“虎去狼来”的险恶局面。

有出息的家长们，“从娃娃抓起”的同时，

请多一点“从我做起”；请少一点指望孩子光耀

门庭，多一点自己的勤奋努力。

他们曾是社会上相对弱势的人群：改革大

潮中的下岗工人，进城务工者的亲属，生活无

着的困难人员……

他们工作在熙熙攘攘的马路边，面对着喧

嚣纷扰的世界，承受过各种各样的目光：热情

的，同情的，冷漠的，鄙夷的……

他们从事着辛苦的工作：晨昏之间，在小

小的几平方米的天地里，把成百上千种书报刊

处理得井井有条，还要承接结算水电煤杂费等

各类服务……

他们身处相对艰苦的环境：在薄薄的铁皮

木板构成的亭子里，在远离空调的环境里，夏

天承受酷暑，冬天难挡寒风……

不用细说，您也知道，我在这里说的，是

东方书报亭的营业员，一群普普通通的劳动

者。人们知道他们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收入

也不高，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中的许

多人，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有着不俗的精神

追求。

从1998年11月28日东方书报亭诞生起，

我一直关注着它前行的足迹，关注这个群体中

出现的闪光点，并为之深深地感动。

这里，且不说赈灾捐款，帮困助学，他们

不落人后；且不说拾金不昧，急人救难，他们

留下佳话。我只说最叩动我心弦的一件事，

那就是：十几年来，书报亭人浸润于书香之

中，把小小的书报亭当成了免费的大学、终身

的课堂。

且让我从多年阅读的《东方书报亭》报中，

摘引几句他们的心声。

请听：“自从进入东方书报亭后，阅读成了

我的习惯，成了我生命中最大的乐趣。”“辛劳

一天，拿一本书，会让人俗虑顿消，荣辱皆忘。”

“尤其是月色银墙、夜幕依然的时候，捧着一本

喜欢的书，我的心灵会随着文字起伏涌动。”多

么可喜！那些坐拥书亭的人，正以阅读为快

乐。他们从书中闻到了醇厚的清香，把书籍当

作了朋友，当作了医愚的良药。

请听：“不知从哪一天起，我有了写点东西

的想法。”“我发现自己写作的时候，内心特别

平静，能抒发自己的情感，把自己的所思、所

想、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多么可喜！那些坐

拥书亭的人，正以写作为乐趣。他们在阅读中

获得共鸣，在弹丸之地捕捉灵感，在夜深之际

铺纸执笔，写下一篇篇充满真情实感的文章。

请听：“在这天地悠悠、物欲流转的世界

里，每个人都是渺小的，生命也是转瞬即逝的，

我们需要以一种淡定从容的态度去笑看人情

冷暖，花开花落。”多么可喜！那些坐拥书亭的

人，从书中获得了生命的感悟。他们中，有人

面对亲人不幸病逝的现实，以书报亭为精神家

园，给自己撑起一片生活的天空；有人面对社

会各色人等，坚持忠恕之道，热忱服务，以诚感

人，赢得越来越多的书报亭常客。

这，正是深深地感动我的：以阅读和写作

为快乐，从书香中获得感悟，已成为越来越多

书报亭人的追求。很难说这种追求覆盖了整

体，但它却显示了群体的亮点，代表了群体的

趋向。

“人的一生，有书香陪伴，不亦乐乎？”这就

是书报亭人的幸福观。它朴素而实在。无疑，

今天，书报亭人的工作依然艰苦，经济收入依

然不高，然而，他们的工作是高尚的，精神世界

是丰富的。他们坐拥书亭，仿佛坐拥书城。在

书香的熏陶下，一个昔日的弱势群体，正变成

生活的强者。他们在喧嚣纷扰的世界里保持

着阳光的心态，以笑脸代替愁容，以勤劳驱散

贫困。他们比亭外熙熙攘攘走过的许多人，更

多地感受到了一种幸福。

也要从自己抓起
□朱铁志

坐拥书亭的人们
□杨益萍

将甜与蜜化开 行吗？
□吴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