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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佳酿如何醉人，越是经历沧
桑变化的人体会越深。从吃不饱穿不暖
到丰衣足食，从狭窄的筒子楼到宽敞的
生活空间，从坐绿皮车出差到乘高铁出
游，搭上“中国号”蓬勃发展的快车，我们
这代人可称幸运。岁月变迁中，深刻感受
今昔“哪里不一样”，深情感怀现在“为什
么能这样”，深切领悟未来“应该怎么
样”，其中，饱含国庆的意义。

所站立的地方是祖国，所牵挂的家
园也是祖国。一位环卫工大叔在保洁清
理时，只要发现有小国旗，就会小心翼
翼整理好，插在电瓶车后座上。一个小
朋友骑着童车路过一面飘扬的国旗，他
突然停下来，举起稚嫩的右手，端端正
正向国旗敬礼。他知道，祖国护佑他的
成长。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多么平

凡，无论身在何处，我们心中都可以装
下祖国的万里山河。爱国是人世间最深
层、最持久的情感，我们无需回避，尽
情流露就好。

赤心爱国，至诚报国。科学家于敏，
默默无闻28年，舍小家为大家，为国防
安全构筑起坚强的核武护盾。在开山岛
守卫32年的王继才，坚持每天升国旗，
把守岛职责履行到生命最后一刻。“位卑
未敢忘忧国”的担当，“苟利国家生死以”
的忠贞，无不装点着民族复兴的星辰大
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社会发展，
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
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
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每个人是护
盾，祖国就是钢铁长城；每个人是浪花，
祖国就是奔腾江河。

建设心仪的家园，其实就是爱国；守
护国家的温暖，其实就是爱家。希望祖国
有怎样的未来，我们不妨就作出怎样的
努力，选择把祖国建设得更好更强，选择
用行动垫起祖国伟岸的高度。在生命牵
连、命运交织中，每个人在祖国羽翼的呵
护下生长，而人人擎起一片碧空，一往无
前接续奋斗，反过来也能凝聚起“九万里
风鹏正举”的筑梦力量。

当今的中国，如同一艘稳健航行的
巍巍巨轮，搭载亿万人民的梦想乘风破
浪，不断驶向光辉的彼岸。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这样一个历史交汇点，每位中华
儿女拿出筑梦家国的最美姿态，走出坚
实有力的铿锵步伐，把个人奋斗的前行
动力融入祖国强盛的时代经纬，必能奏
响实现民族复兴的恢弘乐章。

拿出筑梦家国的最美姿态
●陈 峰

感悟人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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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不想长大”，不如拒绝油腻
重大国家战略让母亲河成为幸福河 ●叶敖

●齐鲁“社会化管理”,对不文明养狗换了“打法”

哪有那么多天经地义的事 ●丁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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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母亲河黄河迎来一份“大
礼”。在18日上午举行的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首次上升为重大国家战
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齐头
并进。这个崭新定位，不仅为黄河治理保
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而且标志着推动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黄河宁，天下平”。自古以来，黄河就
以“善淤、善决、善徙”闻名于世，2500多年
间下游决口多达1590多次。在这次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这一殷切希望，浓缩了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与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
的历史，寄托着黄河流域人民群众过上幸
福生活的夙愿。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在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迈上新台阶的过程中，加强黄河治理保
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可谓正当其
时。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尽管
黄河多年来没有出大的问题，但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
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依然突出。黄河流域
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
略的意义就在于，以系统思维和全局高度
打破了一地一段一岸的局限，有效解决了
九龙治水、分头管理的问题，既强调从黄河
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出发，抓住水沙关系
调节这个“牛鼻子”，以水而定、量水而行，也
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形成上游涵养
水源、中游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
做好保护工作的治理格局。事实证明，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才能既除表
象，又拔根子，实现黄河治理保护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
必须认识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并非一日之功。从一棵树到
一片林，从一抔水到一条河，只有一年接着
一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茬接着一茬干，
才能以尺寸之功，积千秋之利。治理保护
黄河、让黄河造福人民，来不得急功近利、急
于求成，来不得虎头蛇尾、一曝十寒。保持
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就要既谋划长远，又
干在当下，既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也
有日积跬步至千里的韧劲。唯有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
担当，凝聚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才能让黄河成为造福
人民的幸福河。

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向美好未来澎
湃而去，母亲河黄河正在今天焕发新的生
机。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国家战略为契机，将黄河治理好、发展
好、巩固好，我们就能将这份硕大的“礼包”
化为热情的礼赞，用实际行动为母亲河献
力、向祖国母亲献礼。

近日,济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印发了《济南市文明
养犬社会化管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倡导群众文明养犬,推动群众自治。在各地
狗患问题屡禁不绝的时候,济南以市民广泛
参与的社区自治对不文明养狗行为进行

“合围”,是个不错的创新。
有媒体把济南这个行动,称为“向不文

明养犬宣战”。其实,此次行动更重要的价
值不在于“宣战”,而在于换了一种“打法”。

以前治理不文明养狗行为,主要是以
警方为主。济南警方曾出台养犬管理规定,
要求市民依法、文明、科学养犬。对于文明
养犬,相关规定不可谓不细致,比如:束犬链
(绳)最长不得超过一点五米；携犬乘坐电梯
应当避开乘坐电梯的高峰时间,并为犬只佩
戴嘴套或者将犬只装入犬笼、犬袋。违反

规定的,则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所以,对不文明养狗行为必须换一种

“打法”,用“就近就快”的“速决战”对付不文
明养狗人的“游击战”,应该更为有效。目前,
大多数不文明养狗行为都发生在居民小区
内,对于这种不文明行为,大多数居民很反
感,并且希望由物业出面制止。但是,很多
物业由于没有“执法权”,在面对不文明养狗
行为时只能好言劝退,甚至无所作为。这就
需要公权力部门对社区赋权赋能,强化社区
自治,实现自我管理,对不文明养狗行为形
成无缝隙的“合围”。

方案明确提出,由住建局指导物业服
务企业、社区自治委员会合理规划遛犬区
域,对打击报复、谩骂侮辱“文明养犬志愿
者”的行为,要依法打击查处。以社区自治
对付不文明养狗行为,就是发动社区有正义

感、有责任感的居民正面对抗少数不文明
的居民。事实证明,极少数不文明的养狗人
之所以肆无忌惮,正是因为大多数居民太沉
默、太温柔。长期以来,很多居民遇到不拴
绳的狗,纵有满肚子怨言,也只是躲一躲、忍
一忍。而现在社区自治委员会被明确了管
理社区养狗的权力,居民拨打的12345民生
警务涉犬投诉会直接影响到有关部门的考
核分值。一旦对不文明养狗行为形成人人
喊打、人人敢打的形势,那些不文明的养狗
人就会感到心虚气短,自觉收敛。

“社会化管理”是方案的关键词,方案一
旦得到落实,狗患屡禁不绝的现象有望就此
扭转。当然,社会化管理仍然离不开公权力
的积极作为。如果,社区居民的自治迎来的
是不文明养狗人的“硬杠”,或者因此成为社
区无解的“内讧”,则需要公安机关按照有关
法律和养犬管理规定,对不文明养狗人依法
严惩,以法治为群众的自治行为撑腰,让不
文明养狗人威风扫地。

【背景】第一批00后已经成年，第一批90后马上
就要到而立之年。但当下，“少年感”成了高频词，一
些成年人热衷于过儿童节。有人发问：是什么让90后

“不想长大”，或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长大？
【观点1】应为年轻人留足更多的发展空间
任然：现代社会学制的延长，读了研究生的年轻

人步入社会就在二十四五岁了，他们独当一面的年龄
确实在推迟。同样是18岁，在30年前，意味着真正意
义上的成年，但在今天，18岁的年轻人多数都还是被
父母呵护的大学生。这种整体年龄认知和社会运行
节奏的改变，自然让年轻人的“少年感”延长到青年阶
段。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竞争压力，也约束了年轻
人该有的成长。在高房价和快节奏、高强度的社会竞
争体系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专注于自我。他们不
再热衷于买房和买车等高消费，推迟结婚和生育，甚
至主动调低生活目标，而把更多精力转移到个人的喜
好之中，同时不自觉地为自己涂抹上一层“我还是宝
宝”的保护色。对于这个群体的看法，应该一分为
二。首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
路、生活方式，也是社会价值多元化和进步的一种产
物，他们更多需要的不是担心而是信任。因此，对这
一群体不必过于忧心忡忡，甚至急于为他们贴上负面
标签。另一方面，需要家庭重新思考丰裕物质条件下
的教育方式和理念，如克制“不知节制的疼爱”，大的
社会运行机制，也应为年轻人留足更多的成长和发展
空间，比如避免阶层固化，建立更开放的上升空间，让
他们有更多可以担责、成长的渠道。

【观点2】不想、不承认长大只是自欺欺人
蒋萌：在很多人眼中，长大不是问题，变老是很大

的问题。这有什么区别？十八九岁时可以自豪高喊
正在迈向“奔二”的大道——脱离高中苦海，父母不再
严管，恋爱无需遮掩，感觉获得自由，彷佛出笼小鸟。
转眼到了二十八九岁，“奔三”绝不值得炫耀，女生不
愿变“大姐”，男生不想成“大叔”，眼瞅着面临“上有老
下有小”，自由被责任取代，“成长的烦恼”似乎一箩
筐。上述感觉不是从90后肇始，80后、70后乃至更年
长的人们，心中难道就不曾掠过对年龄以及责任的恐
慌？“不想、不承认长大”只是自欺欺人。要想让自己
保持青春活力，就该有年轻人该有的样子；积极向上，
努力做事，愿意接受新事物，勇于迎接新挑战；反感

“中年油腻”，别烤串啤酒可劲儿造，更别回家就葛优
躺，管住嘴迈开腿，运动健身不可少……成熟而不世
故，活泼却又笃定，严谨不失宽容，面对这样的人，谁
都愿意亲近。反过来说，玩世不恭，暮气沉沉，做事不
靠谱，“啃老”挺专业，“永远长不大的人”得不到别人
的尊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不易”，一代人也有一
代人的“小确幸”，如果强调自己这代人特殊，意思不
大。讨厌别人给自己贴标签，最好做不被标签化的
事。最后，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观点3】不是晚熟一代，而是晚熟时代
程树：前英特尔总裁安迪·格鲁夫认为，随着世界

的信息化和全球化，人类的知识更新速度和产业淘汰
速度，都在越来越快。他说，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
十倍速时代，机会与威胁都是加速到来的。所以，我
们会发现，在年轻群体中，两极分化的现象非常严
重。有人抓住机遇，年少成名，有人20岁出头就做了
CEO，走上人生巅峰。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的人，似
乎比上一辈还要多。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说：“成熟有
两种，一种是掌握了现实世界的规则后的老练，一种
是人性在自己身上的圆满。”其实成熟并不一定要去
迎合那些现实的规则，童心未泯也可以是一种新的成
熟。最近有个词很流行，叫做“中年儿童”，它是指那
些崇尚自由自在、理想主义，哪怕人到中年仍相信自
己未来有多种可能的人。成熟并不是那些外在的标
准，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但现实情况是，很多
人往往将晚熟和童心未泯混为一谈，以追求自由为借
口逃避责任。大多数不想工作、不想结婚、不敢生娃
的年轻人，并不是出于主动的选择，而是对现实的一
种逃避。我们提倡童真童心，但拒绝巨婴心理。无论
我们怎么定义成熟，只有当我们不再被时间拖着前
行，而是拥有独当一面的勇气时，好的人生才会来临。

(整理/秋林图/佚名）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老人帮着子
女带孩子，是很多年轻家庭的常态。原因
很简单，同时上班照顾不了孩子，辞职在
家又失去了收入，请外人照顾又不放心。
舐犊情深，虽说许多老人都心甘情愿帮着
子女带孩子，却并不意味着就是“天经地
义”的事情。

最近，四川绵阳的王大妈就“拉下面
子”，将儿子儿媳告上法院，索要“带孙
费”。据报道，王大妈的孙子今年9岁，自
从1岁多断奶后就由其照顾，生活费、医疗
费、教育费全都由其垫付；当地法院近日
作出生效判决，王大妈的儿子儿媳应支付

“带孙费”近7万元。其实，近年来关于老
人索要“带孙费”的事例屡见报端，虽然导
致老人索要“带孙费”的理由各不相同，但

无一例外地暴露出隔代抚养以及深层次
的亲情、道德、法律等问题，值得深思。

其实“带孙费”本不该成为问题，多数
情况下也不是问题。许多子女都会主动
出这笔费用，老人也不会锱铢必较。不
过，总有一些子女不明事理，一毛不拔，将
老人的“帮忙”视为“天经地义”，甚至将带
孩子与赡养老人挂钩。这既是不孝，更是
违法。只要子女尚在世且具备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老人就没有强制抚养第三代的
义务。

老人基于血脉、亲情等原因而帮助子
女抚养下一代往往倾尽全力，但奉献不是
义务，更不能代替或减少子女应尽的抚养
义务。正是基于此，法律对于老人“带孙
费”的主张是支持的，“没有法定的或者约

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
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
的必要费用”。

亲情是最朴素、最纯真的情感，父母
为子女的付出多不求回报。倘若不是寒
了心，老人多不会与子女对簿公堂，包括
追讨赡养费、“带孙费”等。在不少有关

“带孙费”的案件中，老人都是默默付出，
毫无怨言，最后诉诸法律也多不是因为钱
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比如子女不孝
顺，婚姻发生变故，或者婆媳矛盾难调
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子女把父母的照
顾和帮忙当作了理所当然，对父母的辛苦
付出习以为常，少了感恩，多了亏欠，以至
让老人寒了心，不得已才寻求法律来出口
气。即便没有发展到这般地步，也必然会
让亲情变味儿。

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天经地义的事？
父母恩重如山，子女还须谨记于心。

卡通别走，我
不想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