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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6日，第 41个世界粮

食日。

41年前第 20届联合国粮农

组织大会决议设立世界粮食日，

其宗旨在于唤起全世界对发展

粮食和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

在众多节日里，这是一个什

么日子？不一定都有人了解，也

不一定都当回事。但是在我们

这一代人心目中，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日子，值得纪念。因为在我

国的历史上，上万年的岁月，数

千年的历史，到了我们这一代，

才告别了饥寒交迫，过上了衣食

无忧的日子，我们这一代赶上了

一个好时代。

吃饱肚子不挨饿，在我们今

天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

在历史上，自有人类开始，无文

字的历史和有记录的历史其实

就是一部人类饱受饥饿和为消

除饥饿而战争而和平的历史。

饥饿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受？

说得轻松幽默一点的是：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

慌！”

历史的记载就比较沉重，成

语中的饥饿告诉了我们一个大

概：嗷嗷待哺、饥肠辘辘、饥不择

食、忍饥受饿、饥冻交切、饿殍遍

野。

古诗文的描述就比较惨烈：

《诗经·大雅》：“何辜今之人？天

降丧乱，饥馑荐臻，无以卒岁。”大

意是“当今的人们有什么罪过？

为什么老天降下死丧祸乱，饥饿

灾荒接二连三？令人绝望！”唐代

白居易《旱热二首》：“壮者不耐

饥，饥火烧其肠。”描述饥饿不堪，

难以忍受，如火烧肚肠。有上顿，

没下顿，吃糠咽菜，吃榆钱饭，剥

树皮吃，扯草皮啃，吞观音土，这

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

实事求是地说，我的童年少

年时代大米饭稀缺，但大麦粥管

灌，饥饿感略有，刻骨铭心般的

无法忍受的饥饿感极少。我们

曾把幸福定义为酱油汤过白米

饭，把猪油拌饭当作无比幸福的

日子偷偷摸摸地享受，把金南丰

大米饭和炒大白菜当作美味佳

肴享受，尽管这要赶上生产小队

开夜工抢收强脱秋稻，要耐得住

瞌睡虫等到半夜。

一麻袋稻谷，一布袋白米，

让金黄的稻谷或者白花花的大

米从五指间缓缓流淌，手里有口

粮，心里乐开花，这种感受比数

钱数到手发软更爽。

这种对大米、对粮食的印象

就这样深深地烙印在我们这一

代人生命的年轮里、记忆的海绵

里。

每当我进入农贸市场，进入

综合商场，在卖米卖粮的地方我

都要放慢脚步，眼睛多看几下，

手还要摩挲一下。各种各样的

米，大米小米，乌米黑米，以前从

来没有见到过的米，应有尽有。

各种谷子，各种豆类，从天南海

北集中而来，一格一格摆放，琳

琅满目，已经不是食品，而是艺

术品。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

想怎么吃就可以怎么吃。

每次参加国学夏令营活动，

我对夏令营安排的餐前感恩词

特别有感觉，念念不忘。“感恩天

地滋养万物，感恩国家培养护

佑，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感恩老

师辛勤教导，感恩同学关心帮

助，感恩农夫辛勤劳作。”“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

力维艰。”饭前感恩词不是一种

仪式感，而是一种教育行为，教

育孩子感恩给我们带来餐食的

所有人，珍惜来之不易的粮食。

终于不为吃饭而犯愁，终于

吃饱了肚子，终于可以吃粗吃精

吃杂杂吃，终于可以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终于可以把饕餮盛宴

当作家常菜，这是我们这一代的

幸运。

我们要敬天敬地，敬畏自

然，善待自然。只有保护自然，

保护耕地，生态平衡，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才能风平浪静，风调

雨顺，才能瑞雪兆丰年，稻花香

里说丰年，丰产丰收。

我们要敬粮敬食，五谷杂

粮，稳产高产。民以食为天，国

以粮为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

食足而知荣辱。在缺粮少食的

年代要敬粮敬食，在食物丰盛的

年代依旧要敬粮敬食，因为粮食

是我们的命根。

我们要敬农敬民，稼穑之

艰，风吹日晒。敬农不仅要敬脸

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要敬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小麦育种专

家赵瑜、赵振东，玉米育种专家

谢道宏、吴绍骙，农业专家赵亚

夫。辛劳的农民和把“论文”写

在大地上的农业专家让我们家

里有粮碗里有饭。

敬天敬地敬粮敬农，不仅是

世界粮食日要敬，每一天都要敬，

这样我们手里的饭碗才能端稳！

粮食日的敬天敬地敬粮敬农
周竹生

人生哲理

10月 14日，浙江省永康南

站内，一名男乘客携带一袋活螃

蟹乘高铁时，乘务员进行劝阻，

称螃蟹严重污染了环境，肯定不

能携带。随后，男乘客当场踩死

约 8只螃蟹后带上车。针对此

事，铁路部门表示，禁止携带鲜

活农产品乘车，但螃蟹如包装妥

当可以在部分车站上车。

高铁上人群密集，且环境

密闭不透风，螃蟹吐沫、味腥，

势必会使周围的乘客心生厌

烦。并且男子所携带的螃蟹仅

仅用一层薄薄的塑料袋进行包

装，活螃蟹好动，爪牙锋利，很

有可能会割破袋子，从袋子里

爬出来，继而“四处横行”，影响

到周围乘客安全。此外，螃蟹

身为鲜活农产品，可能携带一

些细菌和微生物，易造成环境

的污染和细菌的传播，影响列

车乘客的身体健康。

如此看来，乘务员对该男

子及时的拦截和阻挠，也不是

“小题大做”。毕竟，良好清爽

健康卫生的高铁环境需要所有

人一起维护。

但是，对于这件事，我们绝

不能止于对该男子的批评和指

责就草草了事，看似表面的现

象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问题

亟待处理。

高铁乘务人员回应称，男

子的行为违反了“禁止携带鲜

活农产品乘车”的相关规定。

活螃蟹确实属于“活物”，于是

男子便当场踩死，“活”的变成

了“死”的，就可以带上车了。

逻辑上说得过去，但道理上未

必行得通。螃蟹一旦死亡，体

内的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分解

蟹肉，有的细菌还会产生毒

素。这样携带更容易散发异

味，影响空气清新，更加不卫生

健康。看起来是“妥善处理”，

实则是暗藏隐患。这个禁止携

带“鲜活农产品”的规定，并不

能有效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

其处理方式的合理性有待商

榷。

另外一种说法是，该男子

的行为违反了《铁路旅客运输

规程》第五十二条，规定中禁止

带入车内的物品中有“动物及

妨碍公共卫生（包括有恶臭等

异味）的物品”。按该规定处

理，男子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

不能携带螃蟹上车了 ，因为无

论是“活”是“死”，螃蟹都是“动

物”。

在 10月 6日，中国铁路发

布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上则是这

样描述的：宰杀后的鸡鸭、包装

好的海鲜和生鲜肉类，以及腊

肉、腊肠、火腿等熟食制品，在

不超重的情况下可以携带。从

这里看，活螃蟹似乎又是可以

携带的，但是具体的“量”和“包

装”有明确规定。

三种不同的说辞，究竟孰

对孰错，孰能适用本次纠纷，还

要一番讨论和争执，也就难怪

人们心生迷惑，“活螃蟹究竟能

不能带上高铁？”

事实上，不少网友表示，自

己曾经带过活螃蟹上高铁，只是

需要在包装上下功夫。一位微

博网友表示：“正确的做法是放

在一个食品专用的保温泡沫箱

里面，装入冰块，用胶带缠紧打

好包装密封，保证没有异味也不

淌水，避免污染车厢内环境。这

么多年也没有被拦下来不允许

登车。”看起来，只要是包装合理

妥当，活螃蟹也可以顺利通过安

检，成功来一次高铁之旅。

但是，这些“包装技巧”并

不能在铁路有关部门的通知公

告、注意事项以及温馨提示上

看到，这也在提醒有关部门，必

须要查缺补漏、积极作为、完善

相关规定、织密规则的厚网，让

乘客“有规可依”，面对活螃蟹

时不再无从下手、一筹莫展。

“乘客究竟能不能带活螃

蟹上高铁”之问，说大也不大，

说小也不小，它不仅关系着乘

客的正常出行体验，也关系着

铁路部门的服务质量，容不得

一丝马虎与不作为。希望铁路

部门能从本次事件中吸取教

训，对于“活螃蟹的携带”，决不

能一刀切处理，而是要制定出

“直面问题”的规定规则，完善

相关条例，并配备合理服务，让

类似事件真正有规可依。

2022 年国考报名正在进行

中，从报名情况来看，人数超过去

年已成定局。

近年来，“考公热”愈演愈烈，

就个人利益诉求和社会价值规范

取向而言，报考公务员的确是一

种理性选择。

但是，前赴后继地走上“独木

桥”还需要面对许多难题。

首先，无法避免的就是上岸

难问题，公务员报考中“千人竞一

岗”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鲜

事。有人戏言，公务员报考队伍

就是“修罗场”，虽是一句玩笑话，

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公考的竞争激

烈：上岸人少，陪跑人多。这就导

致很多青年出现反复考的现象，

这样一方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社

会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倘若多年

未能考上，也浪费了青年宝贵的

青春时光。

其次，报考中两极分化的现

象也体现出当前部分青年择业的

功利性和盲目性。有些报考者不

关注岗位职责，仅以工作条件和

环境为首选因素。这体现在一方

面岗位竞争比例严重不平衡，有

的岗位是万里挑一，有的岗位却

难以实现零的突破。另一方面报

考东西部不平衡，一些大城市的

报考竞争激烈，而一些偏远地区

几乎无人问津。这似乎也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部分大学生向往的

是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和手中的权

力，他们报考公务员的功利主义

思想较强。

那么，大学生到底应不应该

考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

但是应该坚定的是，大众所追捧

的未必就是人生的坦途，公务员

不仅是一种职业，背后还需要承

担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和人民公仆

之心。

新闻时评

请回答好“能不能带活螃蟹上高铁”之问
马淋微

理性看待大学生
考公热
欧阳婧雅

“破防”没火多少时候，网友

们的口头禅迅速迭代，“emo”成
了年轻人的新宠。“我 emo了”一

下子成了万用语句，“这次考试没

考好，emo了。”“我 emo了，晚上

又要加班……”好像一夜之间，

“我 emo了”变成了网络上每个

人的口头禅。

究竟什么是 emo？EMO本

指 Emotional Hardcore（情绪硬

核），是摇滚乐的一种类型，作为

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它往往散

发着丧、忧郁、颓废的气质。而如

今，emo逐渐脱离了本身音乐范

畴的限制，成了一种状态的代名

词。

随意点开一个社交平台，在

emo的话题下，千千万万的年轻

人经历着不同的事，却似乎有着

相通的情感。对生活的巨大的焦

虑感和无力感将他们聚集在这

里，这里成了失败者卸下伪装的

乐园。低落的情绪如巨大的浪

潮，将年轻人心里的最后一道防

线冲垮，我们漂浮在情绪的海面

上，任凭它把我们带向何方。当

“emo”袭来，似乎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快速抽离这种状态，于是“我

emo了”变成了谈话的结束，而不

是谈话的开始。

年轻人对情绪的放纵，越来

越流于表面形式，“emo”变成了

一种符号，甚至成了博取眼球的

流量密码：一句“我 emo了”，就

可以把年轻人深深捆绑在一起。

没有人为“emo”作注，也没有人

为情绪命名，因为只要说出这个

词，我们就已经不是自己情感的

控制者，而是在被情感牵着鼻子

走，放任自流。“emo”作为一种最

便捷、最廉价的共情方式，使我们

不需要投入太多便可以收获一种

情感的归属，但放任的背后，我们

非但没有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相

反，“emo”成了年轻人伪装合群

的外衣，我们小心翼翼地掩藏了

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以至于

忘记了我们究竟为什么“emo”。
我们并不能否认低迷情绪的

存在，相反，这种“失败者的自我

认同”也给了年轻人一个发泄的

出口。但在这个快时代，我们滔

滔不绝的情绪被不断压缩、折叠、

删减，从报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

到微博百字的限制，再到短视频

时代十几秒的“信息快餐”，这些

感官上的刺激让我们习惯于更快

捷的表达，于是对生活的沉思、对

感情的反省、对社会问题的洞察，

全都化为了一句——“我 emo
了”。

“我 emo了”，然后呢？每当

我们面对一种难以描摹的情绪

时，除了机械化地给它贴上一个

“emo”的标签以博取一点可怜的

共情和慰藉，情绪的背后，仍然有

大片的空白值得我们去填补。

当我们说“emo”时，低落情绪

变得不再那么难以启齿。但

“emo”过后，我们总得留下些什

么。当我们感受到了思绪的席卷，

不妨抓住这灵感的一瞬，一张绝妙

的照片、一幅经典的油画、一首人

人传唱的歌曲、一段惊艳时光的文

字，或许就在这“emo”之中诞生。

海浪冲刷过的沙滩上，留下好看的

贝壳，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发现属于

自己最绚丽的那一颗。

下次在社交平台上打下“我

emo了”这几个字符，不要忘了再

追问自己一句：

“然后呢？”

热点点评

满屏都是“我emo
了”，然后呢？
曹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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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骏）“虽然
‘双 11’还没到，但我们网点这几
天的工作量与往年‘双 11’期间
相比几乎没多少差别，实在太忙
了。”对经营着一家快递网点的潘

先生来说，即将到来的“双 11”无
疑是一年中最大的挑战，但让他
没想到的是，这几天，他和网点的
快递小哥感觉像是提前进入了

“战斗模式”。

潘先生告诉记者，由于前几
天气温突然出现了大幅下滑，网
点一下子忙碌了起来。“增加的快
递包裹中，绝大多数是秋冬衣
物。”潘先生说，因为气温骤降，在
网上为自己和家人购买衣服被褥
的市民多了起来，“一些父母为上
学或是工作的孩子购买了秋冬衣
裤还有被褥。此外还有不少市民
购买了取暖小家电。这样的快递
包裹体积比较大，一车装不下多
少，快递小哥就需要多跑好几
趟。”

对于即将到来的“双 11”，潘
先生表示，和去年一样，今年的

“双 11”在购物流程上开启了预
售模式，各电商平台今年都将“双
11”预售时间提前了，这样的改变
会将往年较为集中的快递高峰进
行一定分化，使得各快递公司网
点在“双 11”期间的压力小于往
年。“一周之前，我们公司就召开

了‘双 11’动员大会，要求我们各
个网点做好准备，包括安排人员、
检修车辆、添购设备，在‘双 11’
期间保证服务质量，让消费者满
意。”潘先生说。

记者走访了解到，与潘先生
经营的网点相似，连日来，我市不
少快递网点都陆续进入了“快节
奏”。“今年的‘双 11’预售提前到
了 10月 20日晚上，预售开始后，
消费者只能支付定金，不能立刻
进行购买。所以，各快递公司网
点应该会在11月1日前后忙碌起
来。不过，受最近降温影响，快递
行业提前忙了起来，这一忙大概
就直接与‘双 11’接轨了。”某快
递公司网点负责人说。

“双 11”在即，抢购潮为何会
提前出现呢？对此，市民钱女士
表示，虽然电商平台的预售是从
10月 20日晚上开始，但在抖音、
快手等一些平台，主播直播带货

却已经开始了，而且优惠力度不
小。“昨天晚上看到某品牌推出了
优惠活动，我一下子买了五六件
衣服。”钱女士表示，因为购买了
运费险，所以她并不担心退换货
的问题。

记者注意到，一些电商承诺
现在购物的消费者“双 11”期间
退差价，这让很多消费者决定提
前“买买买”。此外，一些消费者
想要避开“双 11”，提前购买。“天
气说冷就冷了，现在网购衣服的
话，很快就能拿到。如果到了‘双
11’期间，快递速度不知会不会变
慢，所以就决定现在买了。”市民
王女士说，“现在的‘双 11’与几
年前有了很大不同，不仅网购平
台多了，而且很多线下的实体店
也推出了优惠力度较大的优惠活
动，这让消费者的选择更多了，可
以依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线上
线下不同的购物渠道。”

受降温影响，快递行业提前“跑起来”

图为一快递网点内堆满了快递包裹。 记者 马骏 摄

车祸伤者送锦旗感谢救命恩人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讯

员 周寒兰）7 月 15 日，本报“民
生·身边事”版面刊登了《的哥救
助伤者连闯红灯 交警经过核实
免予处罚》一文，在社会上引发强
烈反响，广大读者纷纷称赞出租
车司机史亮见义勇为的可贵精神
和高尚品质。10月20日上午，康
复后的伤者廖彩梅和家人特意赶
到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出租车服务科，为史亮送来一束
鲜花和一面写有“见义勇为 时代
楷模”的鲜艳锦旗，以表达感恩之
情。

7月 10日晚上 10点多钟，史
亮驾驶车牌号为“苏 LG8515”的
出租车，将一名客人送到丹北镇
后巷后，沿着通港路返回丹阳城
区。当车子行驶到通港路胡桥段
时，他看到一起轿车和摩托车相
撞的交通事故，骑摩托车的男子
倒在路面一动不动，摩托车上的
乘客廖彩梅和其女儿则倒在路

边，身上多处受伤，流血不止，
并不时地呻吟着。考虑到救护车
到达现场还需要一段时间，史亮
果断做出了救助决定，立即靠边
停车，将母女俩小心翼翼地扶上
车，并以最快的车速赶往医院，
为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出发
前，史亮拨打报警电话，与交警
部门沟通，说明因赶时间途中可
能会出现交通违法行为。事后，
交警部门经过核实，对史亮多个
因送医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免予处
罚。

“救人，是本能，更是责任。
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救人要紧！
其实，谁遇到这样的事都会去做，
更何况这是在挽救他人的生命
……”面对鲜花和锦旗，史亮质朴
的话语让来送锦旗的廖彩梅和家
人更加感激。

采访时，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出租车服务科有关负
责人表示，现在一些人有“各人自

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想
法，出租车驾驶员史亮能在危急
关头勇敢站出来，伸出援手，帮助
有需要的人，在我市出租车行业
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图片新闻

19 日下午，市城管局洁
正河道公司组织党员志愿者
来到西环路与丹句路交界处
开展卫生清洁志愿服务活
动，清扫绿化带内垃圾杂物，
捡拾烟头纸屑等。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刘立霞 摄）

文明实践文明实践 志愿同行志愿同行

根据有关法律规章和政策
的规定，丹阳高新区安居房开
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项目
正 式 命 名 为“ 永 嘉 花 园 小
区”。该项目位于丹阳市高新
区，东至 241省道,南至南三环
路,西至规划路名，北至汤甲
村。现向社会公示，公示期限
为7日（自发布之日起）。

联系电话：0511-86956812
丹阳高新区安居房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关于“永嘉花园小区”
正式命名公示

1. 《江苏省城乡网格化服
务管理办法》 于何时讨论通
过？于何时实施？

答：《江苏省城乡网格化服
务管理办法》于 2020年 11月 9
日经省人民政府第 69次常务会
议讨论通过，由江苏省省长吴
政隆签发，自2021年1月1日起
实施。

2.什么是网格？目前网格
分为几类？

答：网格，是指在城乡社
区及其他特定管理区域之内划
分的基层服务管理单元。网格

分为 2 类，综合网格和专属网
格。

3.综合网格的含义？
答：综合网格，是指在城

市社区以居民小区、楼栋等为
基本单元，在农村以自然村
落、村民小组或者一定数量住
户为基本单元划分的网格。城
市社区综合网格一般为三百户
至五百户，农村综合网格一般
为三百户。

4.专属网格的含义？
答：专属网格，是指以城

乡社区范围内行政中心、各类

园区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等为基
本单元划分的网格。

5.什么是网格员？
答：网格员是指在网格中

从事服务管理工作的人员，包
括网格长、专职网格员和兼职
网格员。综合网格的网格长和
专职网格员是城乡社区工作者
的组成部分。

6.什么是城乡网格化服务
管理？

答：城乡网格化服务管
理，是指运用网格化思维和方
法，在城乡社区及其他特定管

理区域之内统一划分网格，通
过与城乡行政管理一体化实
施，整合各方面力量，配备服
务管理人员，综合运用人力资
源、科技信息化等多种手段，
通过网格提供服务和进行管理
的活动。

7.网格化服务管理应坚持
哪些原则？

答：网格化服务管理应当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
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原
则。

8.担任网格长的条件？网
格长的产生？

答：网格长应当由城乡社

区党组织、村 （居） 民委员会
除主要负责人以外的组成人员
或者专职网格员担任，由乡镇
（街道）网格化机构会同城乡社
区党组织、村 （居） 民委员会
确定。（未完待续）

丹阳
丹阳市公安局 丹阳市人民检察院
丹阳市人民法院 丹 阳 市 司 法 局

政法政法
丹阳市委政法委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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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市民朋友：
您好！衷心感谢您一直以

来对丹阳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工
作的关心、支持！

不知您有没有发现，近年
来，在丹阳大地上，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训练有素，胸前佩
戴工作证，身着网格蓝色马
甲，手持一部移动终端，穿梭
在丹阳市的角角落落，在自己
所属网格内巡查；他们认真履
职，一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他们是“啄木鸟”，啄出社会治
理方方面面的问题隐患；他们
是“贴心人”，用心倾听民意、
广纳民情；他们是“活雷锋”，
危急时刻智勇并用，帮助市民
排忧解难……他们就是丹阳市
网格员，他们在各自网格里用
心守护着每一寸土地。

网 格 化 ， 是 一 个 新 的 概
念，代表着服务管理的规范化
和精细化。当前，丹阳市正在
大力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工
作。我市网格员主要是由村
（社区） 干部、党小组长、治安
志愿者等担任，他们在网格中
巡查走访，及时了解上报社情

民意、群众诉求、矛盾纠纷；
及时帮助孤寡老人、留守儿
童、困难群众；努力实现社情
民意无遗漏，为民服务无缝
隙，让您及您周边群众少跑
腿，少添堵。

网 格 员 是 基 础 信 息 采 集
员、社情民意信息员、政策法

规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
治安安全巡查员、特殊群体服
务员。

如有需要，您可以通过加入
所在网格的群众微信群或通过网
格公示牌、便民服务卡等联系他
们，他们能够为您提供线上点对
点、线下面对面的服务。

再次感谢您对丹阳市网格
化服务管理工作的支持配合！
丹阳市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

2021年10月

给丹阳全体市民的一封信

“网格化”知识小问答

请 关 注
丹 阳 网
格 微 信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