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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小事
这样解决①①

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厚
的民生情怀。早在2004年1
月 5日“之江新语”专栏文
章 《心无百姓莫为“官”》
中，他即提到：“对老百姓
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
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
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
事。如果这些‘小事’得不
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影
响他们的思想情绪，影响他
们的生产生活。”

老人晒暖有没有地方、
送孩子上学方不方便、建筑
垃圾咋处理、共享单车乱停
谁来管、井盖能不能别“哐
当”……这些“小事”直接影
响着老百姓的生活，关乎老
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中国共产党善于干大事，
也善于做小事。老百姓对党
的感情，都是在办好小事的
点滴中积累的。“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写在文件
里，更落实在民生小事上。

从今天起，我们推出“民
生小事这样解决”专栏，报道
各地是怎么解决民生小事
的，展示基层治理智慧，讲好
中国百姓生活故事。欢迎广
大读者提供报道线索（邮箱
地址：minshengxiaoshi@163.
com）。

开栏的话

“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
的活力。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
追梦人。”

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这段
令人振奋的话语，温暖了多少奋斗者的心。
从此，“追梦人”成了当代中国人的形象写
照，而“流动的中国”也成了对中国发展状态
的一个形象表述。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
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提出要形成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性
流动。《意见》首次构建了促进劳动力和人才
社会性流动的政策体系框架。这是“流动的
中国”的又一个清晰路标。当前的中国，城乡
流动有渠道、区域流动有自由、技能提升有
通道、职业转换有路径、脱贫解困有办法。

一个流动的中国，有利于进一步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

与社会性流动的放开密不可分。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极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释放
出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同时，随着就业
市场打开和社会管理松绑，城乡二元结构
的分割逐步被打破，农民外出务工成为可
能。在价格等市场机制引导下，劳动力、
技术、资金纷纷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集
聚，这才有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率先发
展，进而有了整个中国的经济腾飞。未
来，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只要让各
种要素更加充分流动起来，中国这艘巨轮
就能继续劈波斩浪、扬帆远行。

一个流动的中国，有利于释放和增强社
会发展活力，保持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大局
的长期稳定。此次《意见》中最引人注目的信
息，无疑是全面取消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城
市的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至 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城市与农村
的一个主要差异，就在于人口聚集带来的公
共服务边际成本的降低。只为一个村子几十
户人家修路、盖医院、集中供暖，经济上不合
算；但把一百万户人家聚在一起修路、盖医
院、集中供暖，则建设成本会被摊得很薄。因
此，大幅降低落户门槛意味着，那些为中国

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农民兄弟姐妹们，
将更加公平地享受到城市提供的公共服
务，享受到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

一个流动的中国，有利于创造更多个
人职业发展和价值实现的机会，增强个人
通过努力奋斗改变命运的动力，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在今天的中国，程序员成为一
个热门职业，许多普通人家的孩子通过努
力读书、成为 IT程序员而实现了生活的改
善。中国的热门职业从律师、医生，到如
今的程序员，个体职业选择变化的背后原
因，是中国果断抓住了十多年来世界互联

网产业发展的机遇。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流
动，而畅通的社会性流动也在回馈着努力
追梦的人。今天的中国，正通过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筑牢社会性流动基础；畅通
有序流动渠道，激发社会性流动活力；完
善评价激励机制，拓展社会性流动空间；
健全兜底保障机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今天的中国，到处生机盎然、活力十足。
今天的中国，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面
对世界。一个流动的中国才更加有利于自
己，一个流动的中国更加有利于世界。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严冰）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在历时5年的修建后，京港高铁南昌至赣州段

（以下简称昌赣高铁） 今天开通运营，赣州至南昌铁路最快旅行
时间将从原来 4 个多小时缩短至 2 个小时以内。井冈山革命老
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迈入高铁时代，江西省实现市市通动车。

昌赣高铁自南昌枢纽引出，沿既有京九铁路向南延伸，经
江西省丰城市、樟树市、吉安市、兴国县、赣县区至赣州市，
线路全长41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南昌、丰城东等13座
车站，初期运营时速300公里。

图为12月26日，从赣州西开往南昌西的G5034次首发列车
经过昌赣长坑特大桥。 鲍赣生摄 （人民图片）

高铁开进井冈山

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活力
■ 韩维正

中办国办印发

关 于 做 好 元 旦 春 节
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以前冷了没地方去，一些老人晒暖，
就门洞子那待着。”

72岁的孙凤先老人，一天好几趟带外孙
女下楼玩，遛弯经验丰富，最知道哪儿晒暖
方便。

他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街道金鱼池西
区。老人发现，春秋天还好，小区的墙根
边、门洞前，一条老式长沙发，两只脱皮老
板椅，三五个老人，一边晒暖，一边聊天，
很舒服。一到深冬，北风扑面，再靠墙根钻
门洞晒暖，就不好受了。

老在家待也憋得慌，外孙女总嚷着下
楼，天冷风大，去哪儿转悠呢？一个多月
前，有次下楼，孙凤先惊喜发现，小区有了
个晒暖的好地方。原来，小区 19 号楼底商
位置，开了家“养老驿站”。

这家养老驿站面积不小，足有 500平方
米，也很亮堂，两扇大玻璃门，几面朝南窗
户，阳光洒在木纹地板上，暖和，干净。到
了中午，孙凤先下了楼，带着外孙女，直奔
养老驿站，“现在每天都要来”。

“天冷了，好多老人相互介绍，来驿站
玩的越来越多。”景婷婷是这家养老驿站站
长，人很干练。在她看来，“老人晒暖其实
是一种社交，主要是有个地方说说话，活动
活动。”

说话间，房桂华大妈一手拎着马扎、一
手推门进来了，身后跟着老伴李泽林。老两
口家住金鱼池西区11号楼，准备下午坐6路
车到宣武医院瞧病，趁时间还早，来养老驿
站歇歇脚，聊聊天。

驿站里还能吃饭。头天晚上，房大妈打
电话到驿站，给李大爷订了午餐。见他俩一
来，景站长忙去拿饭。打开一瞧，两荤——
焦溜小肉丸、酱爆肉丁，两素——番茄菜
花、红烧豆腐，主食是南瓜馒头、白馒头、
米饭，另有一盒酸奶。饭价 20 元，街道补
贴2元，老人只用18元。

“好吃吗？”景站长问。
“好吃，比医院的‘控糖餐’好吃多

了。”李大爷血糖有点高，住院调过血糖，
一天扎5次手指测血糖，曾经顿顿吃“控糖

餐”，印象深刻。
“血糖还从 12 吃到 8 了，”房大妈补充

说，“才吃两个星期。”
“您是‘不看广告看疗效’啊，”景站长

扑哧一笑，“我们给老人配餐，低油低糖低
盐。周一到周五，饭菜不重样。”

过了一会，驿站工作人员孙铁如走了过
来，问房大妈：您家马桶不是坏了吗，我们
能帮您约个维修的。房大妈连忙感谢说，不
用了，刚修好了。吃罢饭，李大爷接茬聊，
说天暖和那会儿，一天两趟遛天坛公园，这
会儿天冷了，还是驿站里呆着最舒服。

景站长说，除了提供晒暖场所，解决老
人生活麻烦，驿站还有不少活动，您看这

周，周一社区活动、周三社区带头人培训
会、周四兴趣社活动、周五手机课。

手机课老师叫杨倩玉，一个爱笑的“90
后”。她 2015年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老年服
务与管理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养老服务，
擅长给老人讲智能手机使用。“主要教他们
怎样用微信、拼多多、多点。”今年 11 月，
她分 4 次给老人讲完了微信使用。 她说：

“我不用幻灯片，直接手把手教。”
驿站建设，政府出力不小。景站长介

绍，驿站11月7日开业，全名“东城金鱼池
西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与天坛公园北墙一
路之隔，是寸土寸金的宝地。租的 500平方
米底商，每年租金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些钱

由天坛街道出；街道委托北京诚和敬驿站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出人运营。

驿站服务的 3 个社区，有居民 5500 人，
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约 1800 人。驿站能给老
人提供家政、修脚、理发、清理空调、擦油烟
机、按摩、洗衣服、洗澡、陪同外出等服务。

目前，天坛街道一共有 4 家养老驿站，
3个建成，1个在建。截至 11月 28日，整个
北京共建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60家。

孙凤先老人冬天晒暖，不用待门洞了，
每天乐乐呵呵的。

晒暖事虽不算大，但解决了就能给老人
带来温暖。记者这次采访全过程也感到满满
的暖意。

冬天晒暖，不用待门洞了
本报记者 陈振凯 文/图

▲ 李泽林、房桂华老人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街道金鱼池西
区。图为老两口在小区楼下的养老驿站吃午饭。

▶ 孙凤先老人带着外孙女在养老驿站晒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