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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岁童捐器官救 3 人
既是感动也是呼唤

社论速读

咋避免孩子
成“脑残粉”

本报评论员
明军
太阳终究会
落山，
但若能
将光芒留给
月亮，
那光明
就不曾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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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养猫狗

更多精彩时评见
CWAPP
“春城时评”栏目

扫描
只要月收入 2083 元，就算
中等收入群体。

没偷没抢，
不给是本分。

找到他亲生父母就去坐牢。
——1992 年，何小平在重庆解放
碑附近一户人家做保姆，只做了两三天，
就把主人家一岁多的男孩儿拐跑并养
大。2017 年，何小平看到一找孩子的
节目后自首。她想帮儿子找到亲生父
母，
“找到了我就去坐牢，给自己赎罪。
丢了孩子的妈妈，一定一辈子都在找这
个孩子……”

近日，一名将做爸爸的男子
在微博上掀起了一场波澜。事
情的缘由是这样的，这名男子的
媳妇刚确认怀孕，他在小区张贴
倡议书，要求住户们都把宠物猫
和狗永久送走，实在不方便，也
请在他媳妇生完孩子后再接回
来。并要求小区的住户们不要
遛狗，更不要投喂流浪动物，并
说“请为了大环境做出一点力所
能及的贡献”
。
（1 月 12 日《武汉晚报》)

点评：这位准爸爸能否把媳妇永久送走，实在不方便也请生完孩子
再接回来？
——非洲小白

每一个消费者都要勇于维权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 3 亿。按世界银
行的标准，年收入 2.5 万～25 万元人民
币，换算下来只要月收入 2083 元，就算
中等收入群体。不少人感慨：
“终于不拖
后腿了！
”但也有人认为月入 2 千到 2 万
跨度太大。到底一个月挣多少才算中等
收入群体？

——一男子在候车厅丢了钱包。警
方调查监控发现一四五岁的小男孩将钱
包捡起，交给了父母。民警找到这一家
三口，夫妻俩归还钱包强调自己没偷没
抢，回复民警“我捡到的东西我给他是人
情，不给是我做人的本分……”

年 3 月，
16 岁的花季少年云云因严重车祸伤逝，
父母忍
痛捐出其 9 个器官组织，
使 5 名患者重获新生、
两名患
者重见光明；
禄劝农民李文义，
见义勇为时遭遇二次车
祸，
伤逝之后，
用自己的器官救了4个人的性命，
擦亮了
两个人的眼睛……在
“传递生命”
这条路上，
他们都是
普通人，
却都在平凡中镌刻伟大。
太阳终究会落山，
但若能将光芒留给月亮，
那光明
就不曾远去。器官移植中经常使用
“种”
这个字，
逝者
捐献的器官，
如同植物的种子一样，
留给生命无限的可
能。截至去年 7 月底，
我省累计完成人体器官捐献 209
例，获取大器官 641 个，角膜 342 枚，越来越多的生命，
在这些
“种”
的帮助下重新焕发活力。
但还需要看到，
我国每年仍然有 30 万患者等待着
器官移植。去年 4 月 7 日，
我省首个人体器官捐献纪念
广场在金宝山艺术园林落成和揭幕，
刻着捐献者名字
的那一座丰碑上氤氲的，
既是感动更是呼唤，
期待更多
的人加入到
“传递生命”
的善举中。
结束即是开始，
器官捐献者的逝去，
仅是一段人生
的谢幕，
另一段崭新的人生，
此时才刚刚拉开大幕！捐
献出的器官代替捐献者继续开启精
彩的人生，
而他们从精神上带给社会
的那一抹暖阳，也将照耀这片热土，
滋润更多濒临枯萎的生命之花。
（相关新闻扫码看）

陶小莫 画

近日，嘻哈歌手 PG One 被主流
媒体批评其歌词低俗、教唆吸毒、侮辱女
性。然而，令人忧心的是，PG one 的
粉丝拥趸往往是那些未成年的少男少
女。在媒体和舆论一致对 PG one 进
行抨击的同时，部分粉丝甚至谋划众筹
“买微博热搜”来抵制批评他们心中偶像
的媒体，以至于闹出了将《紫光阁》杂志
当作饭馆的乌龙。
《新京报》评论：
对家长来说，
要如何
避免自家的孩子成为某些三观崩坏的明
星偶像的“脑残粉”
？
说起来其实也不难，但做起来对家
长就有要求。正如前面所说，未成年的
孩子之所以会在追随偶像的过程中迷
失，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从身边的成年人
身上感受不到支持、理解、尊重，甚至屡
屡遭受挫折和打击。如果父母能够与自
己未成年的孩子保持顺畅的沟通，互相
信任，那么即使孩子会去追随心中的明
星偶像，
也不大可能会沦为“脑残粉”。
道理并不复杂，做家长的扪心自问
一下，自己是不是孩子心中“失望”的父
母，
如果你担心是，
那就有必要着手改善
亲子关系，尝试去了解、发现、接受以及
支持孩子。
或者，换种说法，如果家长不能成
为自己家未成年孩子社会化发展的主
导 因 素 ，那 么 孩 子 们 就 会 去 自 己 发 展
和选择主导的因素，或者同伴，或者偶
像。如果是良伴，或者积极的偶像，那
么 在 家 长 管 理 下 失 控 的 孩 子 ，其 社 会
化 发 展 还 能 往 正 确 的 方 向 发 展；如 果
是损友，或者是三观崩坏的偶像，那么
家长可能收获的就是“边缘青少年”或
者“脑残粉”。
家长们真的该问问自己：真的了解
自己的孩子吗？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

最近几天，
昭通市鲁甸县因
“冰花男孩”
王福满而
关注爆棚，
而一个名叫
“孟宪杰”
的 4 岁男孩，
也被当地
人们广为传颂。小宪杰因病去世后，
父母捐献了他的
两只眼角膜、
两个肝脏、
两个肾脏，
现已通过器官移植
帮助3名患者重获新生。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
臧克家的这句诗，
是小
宪杰最真实的写照。年仅4岁的他，
生命之花还未完全
绽放，
却不幸患上了令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疾病离世，
生命无常，
令人扼腕。但是，
灿烂的笑容从未凋零，
捐
出器官助他人重获新生的同时，
也让小宪杰的生命继
续在世间闪耀，
于无声处消融了这凛冬之寒。
“他这么小，
却做了这么大的事，
我们为他感到骄
傲。
”
小宪杰的父母，
同样伟大！失去挚爱的儿子，
且因
做了结扎手术，
他们不可能再有儿子了，
悲痛、
绝望、
心
如刀割……个中酸楚，
非亲历者不足道！但经过激烈
的思想斗争后，
这对平凡的夫妇还是忍住悲伤捐献孩
子的器官，
生活拮据的他们还一口拒绝了3万元的捐献
经费。在隐忍与克制中，
让孩子的生命在最后时刻訇
然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给他人以希望，给社会以力
量，同时也给自己以抚平伤痛的慰藉，这般深沉的大
爱，
令人肃然起敬。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4 岁的小宪杰并不孤
独，
在昆明西山区金宝山公墓，
小宪杰
“熟睡”
在长满花
草的墓地里，
旁边也是一名4岁的器官捐献者。而在去

本报评论员
刘孙恒
权利要靠积
极争取，虽然
法律上每个
人享有各种
权利，但如果
不努力争取，
只会让权利
始终停留在
纸面上，永远
无法兑现。

昨日，省消协发布投诉分析报告。据介绍，2017
年我省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3421 件，解决
12617 件，投诉解决率 94%，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573.7 万元。其中，质量、售后服务、合同、虚假宣传
等占据了消费者投诉的前 5 名。与 2016 年同期相
比，涉及售后服务、合同、虚假宣传、人格尊严的投诉
比重有所上升，
其中售后服务投诉涨幅最高。
作为消费者，当自己正当的消费权益受到侵犯，
没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逃避心态，而是求助于法
律，积极投诉、主动维权，表现出强烈的权利意识，是
一个合格消费者的体现。尤为可喜的是，消费者的
投诉能够被认真对待，能够得到公共部门的及时处
理，
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公平正义得以实现。
省消协发布的投诉分析报告中，有两点特别值
得点赞，一是“售后服务投诉涨幅最高”，此举既说明
消费维权渠道更加的畅通，也表明消费者的权利意
识正在普遍觉醒，那种“怕麻烦”的懒惰心态、
“ 差不
多”的将就心态，日益淡薄。一是“人格尊严的投诉
比重有所上升”，此举折射出人们的维权不再止于物
质层面，对于来自精神层面的伤害，亦同样变得难以
容忍。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权利也不会从天而降，要靠
自己积极争取，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消费者都要勇
于维权。虽然法律上每个人享有各种权利，但如果

不努力争取，尤其是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侵犯时，
依然不知或不愿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利，除
了让权利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永远无法兑现，也无异
于是对违法犯罪者的纵容。退一步有时并不会“海
阔天空”，
只会造成恶性循环。
当然，要想每一个消费者都勇于维权，也离不开
法律的撑腰，以及公共部门自始至终的支持。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如果维权的渠道不畅通，需要耗费太
大的成本，甚至“讨回一分钱，要花一块钱”，最后还
可能得不到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在这样一个
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下，没有人是傻子，谁还会
勇于维权呢？
尽管当前的法律法规已经比较完善，公共部门
也是积极努力地帮助消费者维权，但根据每年“3·
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情况来看，消费维权现况
依然不尽如人意。不然的话，人们不会有“希望天天
都是‘3·15’”的吁求，也不会感慨“‘3·15’这天，顾客
真有上帝般的体验”。正是如此，公共部门还有更多
的工作要做，
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而在“互联网+”已经深入生活方方面面的当下，
或许唯有消费者和公共部门形成“打假”合力，才能
有效面对网购带来的各种难题，才能共建一个安全、
绿色、健康的网购环境，最终打造一个和谐有序的市
场环境。
（相关新闻见 A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