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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体视角

今年

3

月

1

日起，广州

启用智慧“电警”，在阅江路

磨碟沙、花地大道北两个路

段，抓拍开车打手机等交通

违法行为。

8

日，媒体从广

州交警获悉，实施抓拍一个

月以来，共抓拍

800

多宗开

车打手机的情况，警方将审

核后进行处罚。

仅仅两个路段，“电警”

一个月就抓拍到

800

多宗

开车打手机行为，说明此类

现象相当普遍。如果置于更

大的范围，此类情况可想而

知。 就个人观感来说，开车

打手机、发微信语音 、抢微

信红包等现象常常可以遇

见。譬如，打网约车，你还没

到目的地，司机就开始接下

一单了，无论手机放在什么

位置，他总是要分心去听听

或看看 ；打出租车 ，许多司

机的手机里都有朋友群，一

路上微信响个不停，有的司

机偶尔还会发发语音，和群

友交流； 至于快递小哥，简

直“机不离手”，有的还一手

开电动车一手给客户打电

话……

一些司机也许觉得，酒

驾、毒驾要不得 ，开车打手

机、 刷微信没啥大不了，自

己的技术可以把控，况且有

时打手机或看手机是真有

必要。 但是，谁知道厄运会

不会在下一秒降临呢？就在

数天前，遂溪县发生了一起

三车连环相撞造成

5

人死

亡的交通事故。 初步查明，

事故系司机开车途中低头

捡拾手机导致车辆失控所

致。相信这位司机也不会想

到，一个小动作竟然闯下大

祸。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

喝酒”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

识，这与近年来交警的严厉

执法与广泛宣传有关。当开

车打手机、刷微信成为新的

交通安全风险点时（研究表

明它比酒驾更具危险性 ），

管理也要跟上来。 现行《道

路交通安全法》 明确规定，

此类行为 “可处以

20

元以

上

200

元以下罚款，并扣机

动车驾驶人

2

分的处罚。 ”

法条是明确的，不被人们尊

重， 是因为外部约束不到

位，未能有效帮助公众养成

习惯。 就技术而言，“电警”

抓拍完全可以实现现场监

控， 关键要提高普及率，在

更多的路段使用。使用路段

越多 ，震慑力越大 ，长此以

往，管治效果就会显现。

开车打手机，还涉及网

约车这种新业态。移动终端

是这个行业的标配，是司机

连接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

必要载体。 即便如此，法律

仍是刚性的，不能触碰。 安

全与效率如何才能兼得，这

是平台和司机需要考虑的

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通过

程序再造，大大减少司机对

手机的依赖是可以做到的。

譬如，有的平台规定 ，必须

等乘客下车之后，才会继续

派单，此举甚好。

鉴于开车打手机是一

个较普遍现象，治理需要共

同参与。 除了严格执法，交

警部门还需加大宣传力度，

以提高公众对相关法律的

认知。 比如在加油站、公路

旁的警示牌、高速公路的电

子屏上， 设置一些温馨提

示，像宣传酒驾危害那样宣

传开车打手机的危害。

◎

连海平 本报特约评论员

话语是观念的外衣。官

场之中过度的话语“讲究”，

也是政风的一部分。 其实，

不只是会议上的种种不必

要且有虚假之嫌的尊称泛

滥，长期以来，一些官场内

部也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

特殊的话语体系，甚至还衍

生出特有的官场“称呼学”。

这一现象既加剧了官场称

呼的庸俗化，也间接助长了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风，

甚至由于习惯尊称“开头”，

亦可能抑制平等交流、讲真

话的氛围。

———新京报 ：《称呼不

加“尊敬的”，改变官场假客

套》

以家长职业、 职务、学

历等信息来筛选学生，不仅

违背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

念，有损教育公平，也将加

剧家长以及整个社会的教

育焦虑。明确禁止“考家长”

值得肯定，也有利于规范民

办学校招生。

义务教育的性质， 决

定了其必须保障所有适龄

儿童入学机会的公平， 免

试就近入学便是为了确保

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 如

果公办学校严格执行免试

入学政策， 而民办学校可

以提前选拔优秀生源， 实

际上就是给了民办学校招

生“特权”。

———中国青年报 ：《招

生严禁考家长 对新的血统

论说“不”》

惨痛的火灾， 让我们

更加清楚， 火灾不仅夺去

那么多年轻的消防队员的

生命， 同时也对我们自己

的财产生命造成严重威胁。

所以关爱英雄，其实也

是在关爱我们自己，消防和

我们每一个个体之间，其实

有天然的联动关系。何况在

当下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关

系越来越紧密，就是一个利

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钱江晚报 ：《关爱

英雄就是关爱自己》

◎

木木 辑

是时候对“开车打手机”进行严管了

白

话广州

羊城女英雄

刚刚过去嘅清明节，广州

举行咗纪念向秀丽烈士嘅系

列活动， 以丰富嘅展览等形

式，回顾咗呢位羊城女英雄嘅

生平。 唔经唔觉，向秀丽已经

牺牲咗

60

年了，但广州街坊一

直都将佢放喺心里面。

提起向秀丽，好多人都唔

会陌生， 事关喺

1958

年年尾，

广州发生咗一件大事：位于下

九路嘅何济公制药厂，化工车

间发生无水酒精燃烧事故，向

秀丽用身体挡住火流，避免附

近嘅金属钠发生爆炸。但亦因

为咁样， 向秀丽被严重烧伤，

壮烈牺牲，年仅

25

岁。

向秀丽用血肉之躯守护

国家财产同一方百姓嘅安全，

所以， 广州街坊一直怀念佢。

多年以来，纪念向秀丽嘅活动

层出不穷，何济公制药厂就命

名咗“ 秀丽楼”，上下九一带亦

曾经改名为“ 秀丽路”，成为咗

广州嘅一段集体回忆。

向秀丽嘅精神亦因此流

传落来，成为咗好多人嘅学习

榜样。 张海迪就讲过，自己钦

佩向秀丽，从小就将佢视为偶

像，从未改变。除此之外，前几

年，向秀丽嘅外甥女亦传承衣

钵， 加入赵广军生命热线，成

为一名光荣嘅志愿者，继续服

务社会。

广州人怀念向秀丽，本质

上，系以佢为标杆，倡导一种

永远唔会落后于时代嘅责任

感。 试想，如果人人都好似向

秀丽咁， 能够做到守土有责，

谨守本分，咁我哋嘅生活又点

会唔繁荣，城市又点会唔昌盛

呢？

◎

梁倩薇 编辑

市

民论坛

被禁止的“读经班”

为何仍然受青睐？

五

羊茶馆

热

点观察

近期，据光明网舆情

中心观察，有近六成网友

称自己出现了提笔忘字

的情况，“生疏”“写错”“手

机”“电脑”成为网友讨论

的高频词。 一是发现自己

提笔忘字 ， 为此感到担

忧。 二是认为当下有不少

人忽略汉字书写，忽视汉

字之美。 三是担忧汉字蕴

含的传统文化走向没落 。

四是反思网络时代淹没

了手写（《光明日报》

4

月

9

日）。

近年来，“提笔忘字 ”

是很多人感慨青春不再

的符号。 然而，当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恐

怕就不能再以记忆衰退

来解释，这种集体无意识

的能力衰减，一定是符合

了某种规律。

“用进废退 ” 的进化

学理论，完全可以解释这

种现象 。 人类所有的技

能，都需要通过不断地练

习方能巩固，而一旦不被

生活所需要，重复的频次

逐渐降低，能力也必将退

化。 譬如在原始社会 ，人

类的捕猎技能就远比现

代人要高超得多，但现代

人不能据此认为自己退

步了。

互联网时代 ，人们的

通信与书写，已很少使用

手写汉字，手写能力的退

步也是必然。 之所以提笔

忘字，不仅因为写得少，也

因为忘字的后果并不严

重， 拼音和语音很快会告

诉正确答案。 影视时代到

来，舞台戏曲逐渐式微；电

话和电脑时代到来 ，书信

退出人们的生活……当

一种新工具的传播与交

流效率成碾压之势时 ，旧

工具必然会被淡忘 ，这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效率的飞速提升 ，当

然不全是优点，那些看起

来显得低效的表达 ，也包

含着更多的情感、艺术和

雕琢带来的美感 。 但其

实，如果一个人想要以更

加富有文化的方式去表

达，这个时代同样提供了

便利， 只是大多数人无心

罢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人们难免怀念过去， 那些

寄托于传统载体的文化内

涵，的确需要掌握与传承，

譬如在校阶段的学习，就

不应该实用主义至上。 当

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对

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如果

没有客观需要和主观爱

好， 部分能力的衰退也是

大势所趋。 就像很多人已

听不懂京剧、不再用毛笔，

可惜是有些可惜， 但大可

不必上升到文化衰退的程

度， 相信自有热爱的人与

专业的人去传承。

◎

宋鹏伟 媒体人

“提笔忘字”未尝不是进步的代价

“又是网恋！ 深圳女

子借给男友

15000

元后

对方失踪了”（南方网

4

月

9

日），说实在的 ，对于网

恋被骗的案例，本人早已

“审丑疲劳”，但还是有必

要作为警钟来警示人们。

尤其是缺乏生活常识的

朋友们 ，该醒醒了———有

时候两个人真实相处在

一起，都会有欺骗之事发

生 ，何况隔着屏幕的 “恋

爱”。 倘若这样的道理仍

听不懂，那就该为自己的

智商“充值”了。

而像 “上班期间睡觉

旷工被开除，深圳男子威

胁‘跳楼’被行拘”（《广州

日报》

4

月

9

日）， 也需要

“充值”。 觉得公司开除的

处分太过分，完全可以通

过法律来维权，何必学影

视剧中的桥段呢？

工作懒散 、 不敬业 ，

都应当付出代价， 否则对

敬业的人不公平 。 你看，

“干 部 庸 懒 散 不 作 为 要

‘回炉再造 ’， 南澳县

43

名干部被 ‘召回 ’” （南

方网

4

月

9

日）， 让不合

格的干部 “回炉再造 ” ，

体现了组织 “治病救人 ”

的关怀， 给予其改正的机

会。 当然， 这么多干部出

现被 “回炉再造 ” 的情

况， 所敲响的警钟， 各方

都不妨认真听一听，比如，

在干部选拔任用时 ，考核

考察的关是否把得够紧 ？

应当承认，像“清明期间广

东森林火灾

4

宗，同比下

降

86.7%

， 无 人 伤 亡 ”

（《新快报 》

4

月

9

日 ），这

防火的关，相关部门是把

得很紧了，值得一赞。 这

也说明，只要足够敬业，就

没有干不好的事。

当前， 城市里电动三

轮车交通安全隐患大的问

题 ， 也 是 挺 难 管 的 事 。

“深圳两年后禁用电动三

轮车， 网民建议精细化管

理” （新华网

4

月

9

日），

据悉， 两年后， 深圳的快

递小哥和环卫工的交通工

具将从电动三轮车改为新

能源微型汽车。 此举， 难

免会增加从业者车辆购

置、 驾照办理等费用， 从

而提升了从业门槛， 必然

会对相关行业经营带来较

大影响。 既要保障公共安

全， 又要降低从业者工作

成本， 这的确在考验着城

市管理者的智慧 。 期待，

到时会有更加周全的措施

出台。

◎

陈管见 国企职员

网恋被骗的警钟还要敲多少次

点

击广东

近日，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

通州、朝阳、西城、丰台等区暗

访时发现，全日制“读经班”依

然存在，混班教学、放弃“数理

化”等学科知识、授课教师无资

质等现象依旧没有消除。 调查

显示， 这些读经班多隐蔽在郊

区别墅、居民楼里办学 （《北京

青年报》

4

月

9

日）。

教育部前不久印发通知 ，

明确将社会培训机构以 “国学

班”“读经班”“私塾” 等形式替

代义务教育的行为列为非法办

学行为，同时指出，父母或其他

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

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或造成辍学， 情节严重或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

明显是针对近些年私塾式教育

乱象的禁令。

应该说， 以现代学校为构

架的国民教育体系， 无论是从

权益的保障、资源的分配、学科

的设置， 还是效果的评价等方

面， 都是最优的教育模式。 此

外，围绕着学校架构的教育，建

立起了系统的学历、 技能认证

体系以及人才录用制度， 游离

在正常教育体系之外的人 ，未

来必将面临更狭窄的发展空

间。

从保障孩子权益的角度来

看， 盲目复古的私塾教育模式

与时代严重脱节，应当被禁止。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脱离

了现实的教育却得到一些家长

的青睐，尽管受到明令禁止，仍

然不乏家长追捧。 这一怪象值

得深思。

事实上， 这些年来， 推崇

私塾式教育的思潮一直都存

在。 比如， 曾有报道说， 武汉

有

7

对父母将孩子带到农村自

办教育， 过起了 “世外桃源 ”

的生活。 也曾有数据显示， 我

国约有

1.8

万学生 “逃离” 学

校， 选择 “在家上学 ”， 这其

中就包括 “读经班” 之类的受

教育模式 。 当然 ， 这些只是

“小众” 的选择， 却也折射出

人们对现行教育的不满： 孩子

学习压力大， 不快乐。

这些， 都源于当前学校人

文教育的缺失， 也无形中放大

了国学教育之类的特色。的确，

国学不乏经典和优秀的传统文

化， 但是也要看到， 通过学国

学、学经典来修炼“内功”，与传

统教育模式的 “回归” 是两码

事。对此，一些家长或许是看到

问题的一面而走了极端， 但对

于一些商家来说， 可能就是片

面迎合家长心理需求， 甚至是

挖坑谋财的噱头。 这些从近些

年种种国学热的乱象中都可以

看到影子。

非法的“读经班”必须被禁

止，但其受青睐背后原因，应当

被重视。之于教育，科学与人文

不可偏废；而之于传承，传统与

现代不应割裂。如此，针对这一

现象， 还应当最终回归教育本

身来加以完善， 让教育更注重

人的素质、 心灵与人文情怀的

培养， 在科学工具化教育与人

文精神化教育之间，兼顾平衡，

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有针对性

列入教育的版图形成体系，同

时， 在教育去功利化方面也应

有更多的举措。

◎

房清江 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