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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婆媳不睦轻生”看部分年轻人心理危机
近日，笔者看到一则新闻：5月1

日，漳州，一位28岁女子以及两名幼
子的遗体在九龙江龙海市流域等地
寻获。4月28日，女子留下“婆媳关
系”不和相关内容遗书，带着两名幼
子失联。

自古以来，婆媳关系不和，最难
做人的是夹在中间作为儿子和丈夫
的人。在这一则新闻中，却罕见地与
丈夫好像还没什么关系，这位选择带
两个幼子溺水而亡的媳妇，却是长期
与婆婆关系不好，得不到父母的理
解，而发生了惨剧。这在婆媳关系案
例中，还比较少见。

婆媳关系不和，作为娘家人，一
般明智的父母确实不愿意介入。
说到底，无论是夫妻矛盾还是婆媳

矛盾，根本上还是内部矛盾，应该
从内部来解决，婆媳关系处理不
好，婆婆、媳妇、做老公做儿子的，
三方都应该反思。当婆媳发生矛
盾，婆婆要作出努力，媳妇要作出
努力，老公（儿子）更要作出努力，
因为唯一能真正从中插手参与矛
盾调和解决的第三方就是媳妇的
老公、婆婆的儿子，而其他的第三
方比如邻居、娘家人，则要尽量少
插手参与为好，邻居也很少有几个
真正能帮着解决问题的，而娘家人
难免会不知不觉向着自己的闺女，
由此可能越帮越乱。

所以，从这则新闻来看，“妈妈听
信我公婆的话”也许并不一定是真
的，也有可能是不愿意介入女儿与其

婆婆的争吵。明理的父母，就算知道
女儿受了委屈，也会劝女儿多让着长
辈，受点委屈不算什么。而从遗书中
对丈夫称道“对不起”，可见，这位女
子与丈夫的感情也是不错的，也没有
在婆媳矛盾中责怪丈夫。那么，她为
什么选择溺水自尽，而且带上两个儿
子？不得而知。

抛开上述新闻事件，笔者更想从
当代年轻人遭遇的心理危机，看待当
下一些社会问题。现实生活中，由于
物质条件的改善以及现代家庭子女
少的原因，许多做父母的，溺爱孩子，
尽量满足孩子的各种欲望，造成部分
孩子做事做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
不知道设身处地，不懂得与人为善，
在家里，谁都要让着他。这样的孩

子，一旦离开父母，完全无法融入到
其他圈子和社会中，这样的孩子，一
旦遇上自己无法处理的事情，很容易
产生心理危机。而一旦这样的心理
危机没有得到缓解，或者没有纾解发
泄的渠道，就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
果。

现在的医院，有心理咨询类的专
科，但好像并不热门。由此可见，现
代人容易产生的一些心理焦虑、抑郁
等现象，仍不被重视。甚至，很多人
没有把心理疾病当成一种病，无形
中增加了许多悲剧发生的可能性。

这是必须引起重视的。因为，我
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可能会有轻重程
度不同的心理疾病患者。

（柳月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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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M3还是 3.9M3？”水表读
数怎么读，小数点标在哪？是用
户之疑点。于是，供水客服人员
现场一桶桶接水“称水”，解开了
用户的疑惑，用户当场缴清水费
欠款。“水桶称水”这种有趣的测
算方式，看上去很笨拙，但解决
问题的效果却最直接。为何会
有这样的成效，因为换位思考的
作用太大了。

这是发生在基层再普通不过
的一件小事。“每月几吨水”的较
真，让用户诉求强烈。若草草面
对，应付了事，只会加剧误解。
市供水公司客服人员遵照用户
的用水习惯与意愿，采取“水桶
称水”的方式，站在群众的角度

来思考解决问题。这种换位思
考的为民服务方式，恰恰把工作
做到了群众心坎上。为民服务
多一些换位思考，凡事多想一
步，服务更进一步，如此才能担
得起群众期待。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群

众之事无小事，但把事情做到群
众的心坎里，需要坚持“以百姓
心为心”。做群众工作，只有一
切以群众为出发点，以群众的诉
求为问题导向，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
我们的工作才切合实际，才能够
满足群众的需要，群众的事才能
办得顺心，才会舒心。换位思考
则是立足于群众所思、所想去

做，是为民服务、推动工作开展、
赢得民心的根本保障。

为民服务呼唤换位思考，是
体现宗旨意识的要求，更是广大
群众的期盼。倘若在解决群众
诉求上搞形式、玩忽悠，最终不
仅有损干部形象，还伤害部门公
信力。作为相关部门只有多换
位思考，与老百姓坐在一条凳子
上，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才
能让为民服务变得更为具体、更
有深度、更有内涵。换位思考的
工作方法，对那些作风漂浮、走
过场只说不干的现象来说，就是
一块试金石，更是一个矫正器。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
叶总关情。实际上，抓改革、搞

建设、谋发展，不在于动静有多
大，而在于动作有多实。各级党
委政府不妨从事关群众利益的
“小事”抓起，多一些“油盐酱
醋”，少一些“纵横捭阖”；多一些
“鸡毛蒜皮”，少一些“天马行
空”。自觉从矛盾多的地方改
起，从群众不满意的事情抓起，
坚持抓细、抓小、抓常、抓长，确
保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件件
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多积尺寸
之功，善抓利民“小事”，群众的
“获得感”才会水涨船高。

为民服务多一些“水桶称
水”，许多看似棘手的问题，往往
就能迎刃而解。

（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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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令市民满意的公交“出行答卷”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今天是第108个的国际护士节，对
护士们来说，她们如平常般忙碌。在这
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真诚地向她们道一
声“感谢”。每个人都可能生病，都需要
护士的指导或照顾，她们的一颦一笑，
都让身处医院的患者，如沐春风，倍感
温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医院
的服务也有了更高要求。护士，作为和
患者接触最多的群体之一，她们在工作
中的态度、技术水平，直接关系着群众就
医的舒适感、满意率。因此，培养留住一
批业务精干、素质高的护士，对一家医院
来说，作用举足轻重。比如，石狮市总医
院表彰30年护龄的工作人员，评选优秀
的护士工作人员，给予护士们精神与物
质的双重奖励，留住她们的心。

不过，受各种因素影响，护士的薪
资水平与工作量难成正比，导致护士队
伍流动性太大，影响医院的服务水平。
薪资制度未解决的情况下，如何让护士
更有归属感是重要课题。不少护士人
员的工资水平，尤其是临时工，每个月
在3000元左右，这相对她们每天下班
不定点，需要轮值夜班，每日在病房科
室来回奔波的工作强度来说，还是有些
不相符合。

因此，医院若能够在薪资结构、考
核制度上有所调整，无疑更能留住护士
人才。当然，更高的薪资水平意味着护
士人员需要更高的专业素质、人文素
养。如此一来，形成良性循环，对于医
院、护士及患者来说，是一种“多赢”。

（风吹心）

本周公微推送
阅读前十榜单
（截至5月11日17时）

1.省、泉州两级表彰，石狮多个单位和
个人上榜！
发布时间：5月7日 阅读人数：2706
2.换手机，玩失踪，这名欠薪女老板被
判刑……
发布时间：5月9日 阅读人数：2694
3.德辉广场至延年路路口，社区巴士
招手即停、上车2元!
发布时间：5月6日 阅读人数：2665
4.七届石狮市委第八轮第二批巡察展
开！3个巡察组进驻有关单位巡察
发布时间：5月8日 阅读人数：2485
5.单就这条海岸带，就让你爱上石
狮！一波素颜美图来了
发布时间：5月6日 阅读人数：2410
6.美在身边！石狮两镇上榜福建“摄
影目的地”！美图欣赏
发布时间：5月10日 阅读人数：2329
7.主播走进祥芝渔港，直播卖海鲜，最
高一天能卖上千斤……
发布时间：5月5日 阅读人数：1916
8.市区这个立体停车场拟6月下旬投
用，有208个停车位
发布时间：5月9日 阅读人数：1698
9.“你一哭，大家都笑了”！走近世界
上第一个拥抱你的人
发布时间：5月7日 阅读人数：1672
10.最新消息！联邦国际商业城改造，
112户业主提前签约腾空！
发布时间：5月7日 阅读人数：1619

一周热点聚焦①：
“你一哭，大家都笑了”

在产房中，助产士是新生儿来到

世上第一个拥抱他们的人。今年5月

5日是第28个国际助产士节，记者走

近石狮市总医院和石狮市妇幼保健

院的助产士们，听听属于她们的故

事。（详见5月7日《石狮日报》三版）
“你一哭，大家都笑了”。这个新

闻标题非常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助产
士的工作特点。产房是一个诞生希
望的地方，也是一个高风险之地，面
对两个人的生命，助产士必须有很强
的责任心、扎实的专业知识、精湛的
操作技能，才能确保新生儿顺利安全
地到来。值得一提的是，今天（5月12
日）还是国际护士节，让我们向助产
士在内的所有医护人员致敬！

一周热点聚焦②：
十大“摄影目的地”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由福建省

摄影家协会实施的创建“摄影目的

地”活动，第二批经各地宣传部门和

协会推荐的20处候选“摄影目的地”，

在影友、摄影爱好者和广大市民群众

的投票评选下，进入前十位的“摄影

目的地”名单最终确定，石狮市祥芝

镇、蚶江镇成功入围。（详见5月10日
《石狮日报》三版）
“摄影目的地”是由福建省摄影

家协会发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创建
100个“摄影目的地”的活动。继2018
年成功推出第一批“摄影目的地”后，
第二批名单于日前确定，祥芝镇、蚶
江镇分列第六、第十。“谁不说咱家乡
美”！投票来自影友、摄影爱好者和
广大市民群众，祥芝镇、蚶江镇的上
榜，不仅表现本地市民群众对家乡的
热爱，也体现了各地影友摄影爱好者
对两镇生态风光的认可。

一周热点聚焦③：
直播卖海鲜

如果你经常去祥芝渔港码头，一

定会看到这样一群人，拿着手机、三

脚架，穿梭在各种新鲜海鲜前进行介

绍贩卖，他们本身不是渔民，却靠这

样的工作方式收入不菲，有人称他们

的工作为“主播”。“主播”之一的林先

生告诉记者，开直播的目的除了通过

网络直播将海鲜从上岸到分拣的过

程展现给消费者外，也希望让更多的

人了解到渔民的辛苦。（详见5月5日
《石狮日报》二版）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继文字、图
片之后，视频似乎已经成为人们获取
信息和传播信息更生动的表达方
式。由此，“移动直播”应运而生。而
当其与传统产业发生碰撞，带来的不
仅仅是流量，还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在“移动直播”当中，主播与渔民
各有所得，可谓是双赢。对于这样的
主播，网友也给予了肯定。如网友郦
雯舒所言，“很棒，靠自己辛苦所得，
还让我们买到了便宜又新鲜的海
鲜。”

城市零星空间变身体育公园，可以有 城事微评
本期主持 大饼

福建省副刊名专栏

马上就办
真抓实干

上周，湖滨街头体育公园、凤里
体育公园先后举行建成启用仪式。
这是今年我市充分利用城市主干道
边上的零星地块和拆迁后形成的小
面积闲置土地，建成的两个街头笼式
体育公园。

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
高，精神文娱需求的满足，在百姓追
求的“美好生活”中分量越发凸显。
“全民健身”如今早已不是一个口号，
而是实实在在地成为群众休闲时分

的自发动作。但与民众日益增长的
运动、健身、休闲等需求相比，各地在
文体设施的多元供给保障，或者说体
育场馆建设的布局体系上，还存在不
小的短板。很多城市都有市级的体
育场馆以及城市公园，能一定程度上
满足市民的运动健身休闲需求。但
因用地受限，尤其是在寸土寸金的市
区，能留给公共文体生活的空间有
限，这种满足注定有其局限，只能是
集中性的满足，对于更多居住场所与

健身休闲场所有一定距离的百姓来
说，要享受相对健全的体育设施，还
是有些不便。简单来说，老百姓尤其
是老年朋友所渴求的，是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便捷的体育健身休闲服务。

上述两个街头体育公园的建成，
无疑给城市进一步完善体育设施布
局找到了破题方向。在城市新一轮
开发建设中，常常会在一些边角地方
出现零星地块，这些地块虽然无法进
行规模开发，却可以通过规划设计充

分利用。常见的做法是见缝插绿，建
设“口袋公园”，提高城市绿化，满足
群众的休闲生活需求。当然，即便是
街头公园，其模式也不必千篇一律，
其功能除了绿色休闲，还可以把更多
空间利用往体育健身上靠，也就是建
成“体育公园”这种主题性更强的模
式。

很显然，石狮这两个街头体育公
园的投用，有效拓展了城区的公共生
活空间，有效填补了市级体育设施的

“留白”区域，可以说是体育设施布局
体系中对镇、街道这一级别的补充和
完善，实现了城市空间利用与百姓文
体生活等多个主体的共赢。

笔者期待，今后的城市规划开发
中，能持续秉持“生态、绿色、共享”的
理念，增设、完善类似的公共服务设
施，让更多市民在更真切意义上的
“家门口”，即可享受周到的体育健身
休闲服务，推动“全民健身”进一步落
到实处。 （康清辉）

时评

5月7日，本报民

生热线版以《用水量偏高

用户质疑水表抄错小数点》

为题，对湖滨曾坑霞露霞声44

号住户黄先生有关水费的诉求

进行关注。文章见报当日，市供

水公司有关负责人立即带领片区

管理员、抄表员及客服等工作人

员到场处理，现场实验测算、厘清

欠费构成。据悉，抄表显示的12

吨水位实为三个多月的用水

量，住户黄先生当场缴清了

水费欠款。（详见5月10
日《石狮日报》四版）

记者在市总医院公交站工地

现场看到，借助挖掘机，施工人员

正在推进石方挖方、场地清表等

前期平整工作。建成后，将作为

我市又一公交首末站，为逐步实

现从总医院首发的公交线网覆盖

沿海各镇打下基础，方便群众公

交出行就医。（详见5月4日《石狮
日报》一版）

公共交通是城市基础性公共

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城
市千家万户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出行，更关乎着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

去年年底，石狮市总医院正
式投用，但不少市民也随之反映
公交不便的问题。为此，石狮市
及时优化公交线路组织，规划建
设总医院公交首末站，为逐步实
现从总医院首发的公交线网覆盖

沿海各镇村打下基础。此举直指
市民的需求痛点，令我们看到了
城市在大力发展公交事业、回应
民生关切上的决心。

城市公共交通对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缓解城市交通堵塞、解决
市民出行难，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石狮不断
加大对公交的支持力度，公交线
路也多次进行优化，石狮市的公

交服务水平因此得到了较大提
升。但不可否认的是，与群众的
需求相比，目前石狮市的公交服
务能力依然存在差距和不足。最
优的公交出行方案，永远是以市
民的出行需求为导向。除了市总
医院公交首末站外，笔者衷心希
望，今后我们的城市能交出更多
令市民满意的公交“出行答卷”。

（林本鸣）

为民服务应多一些“水桶称水”

近日，我市出台《石狮市校园食

品安全守护行动方案》，开展全市校

园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推动校园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

监督措施进一步强化，方案中提出全

市学校（托幼机构）食堂（含公立和私

立）和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明厨

亮灶”率达到100％。（详见5月8日
《石狮日报》一版）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一直是

消费者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在食品安

全问题中，餐饮单位后厨的卫生状况
也是人们最感兴趣最想知道的。然
而，餐饮单位一块“厨房重地、闲人莫
进”的牌子，不仅阻挡了消费者一窥
究竟的意图，更是给餐饮单位的厨房
平添了诸多神秘感，难免使消费者对
餐饮单位厨房卫生情况、操作过程有
所疑虑。
“明厨亮灶”具体说，就是在厨房

的关键加工环节加装视频监控探头，
利用网络视频技术，让公众随时通过

手机、网络观看，或在就餐区设置电
子显示屏，有的餐饮单位也通过改装
厨房，拆除原先的不透明墙壁，转而
使用玻璃等，让公众直接看到厨房内
的情况，这样不仅厨房内的一举一
动，包括原料使用、烹调过程、餐具清
洗等都公之于众，让消费者对食品制
作加工的整个过程一目了然，消费者
还可通过设置的电子显示屏查询餐
饮单位的基本信息，了解食品来源及
其他情况，做到对食品源头的监督。

市场监管部门积极推动餐饮业
打造“明厨亮灶”工程，目的就是通
过视频监控直播等手段，让餐饮单
位把“秘不示人”的厨房后场向消费
者开放，后厨卫生状况如何，工作人
员怎样加工菜肴，消费者通过显示
屏一目了然、心中有数，让餐饮单位
既接受消费者监督，又以这种开放
的姿态让消费者看得清楚吃得放
心，同时也能促使工作人员更加严
格地要求自己，餐饮单位也能得到

更好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消费者
和餐饮服务单位双方的信任，可谓
一举多得。

显然，“明厨亮灶”既有利于餐
饮行业的转型发展，也有助于形成
社会共同参与监管餐饮业食品安全
的良好格局，对于消费者的舌尖安
全也有保障意义，值得大力推广应
用，让更多餐饮服务单位向公众亮
出厨房。

（阿桂）

“明厨亮灶”，值得向更多餐饮单位推广

提高护士待遇
优化医疗服务

日前，“2019年石狮市非遗保护

图片巡展”走进鸿山镇锦林小学。活

动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一股本土、古

朴的风味，还让每个孩子在与非遗传

承人的学习互动中将传统文化浸润

到他们的心灵里。（详见5月11日《石
狮日报》八版）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不是物，也不
是人，但是它的传承既离不开物，也
离不开人，所以对传承人的培养显得
尤为重要。眼下，不少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呈现出“断代”现象，令人担
忧。

非遗文化只有“活”起来，才能更
好地传承下去。从近几年石狮开展
的非遗文化活动来看，无论是以“动
静结合”的形式，将传统艺术扎根到
学生心里，还是把传统元素融入时尚
艺术的“快闪活动”，都一一向人们展
现了非遗文化的无穷魅力……这些
活动与形式都为非遗传承带来了更
多发展的载体。良好的创新与尝试，
也必将带来良好的效果。

说到底，“非遗”能不能得到良好
传承，既需要外部各方的支持，也离
不开自身“活在当下”式的自我创
新。眼下，石狮非遗文化活动走进社
区、走进校园甚至登上城市大舞台，
其结合了多种现代化方式，不断散发
活力。只有“活”起来，才能得到年轻
人的喜欢，只有让年轻人愿意接触、
传承这些优秀文化，才能让“非遗”真
正站稳脚跟、传承开来。 （文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