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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招生方式，有助减负及民校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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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打车服务费可实行弹性制

老师向家长借钱不合情理

点

击广东

福建如今的约谈举

动， 无疑是解决教师待遇

落实不力的实招。 而在约

谈之后， 下级政府也该拿

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和落实

方案， 对于约谈后仍未落

实到位的，该问责的问责，

该整顿的整顿， 确保教师

法定待遇不再是“空谈”。

而福建之外， 我们也期待

各地都能真正以“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的魄力和行

动，让“教师工资不低于公

务员”的法定条款，没有例

外、不打折扣地落地。

———新京报：《治 “教

师工资低于公务员”，约谈

也是督促》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 是改革和完

善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的重要举措， 也是国企发

展成果全民共享的充分体

现。短短两年时间，从开展

试点到稳步推进四批划转

工作，再到基本实现目标，

这项改革蹄疾步稳、 扎实

有效， 得益于中央坚定改

革的正确方向， 也得益于

这些中字头企业的担当作

为。

———人民网 ：《

1.1

万

亿， 国企的民生担当值得

点赞》

崇山峻岭间，有了它，

大山深处的百姓才能享有

便利的“公交车”。“票价最

低 1 元， 一直没有涨过”，

它几十年如一日， 加速着

山区与城市的联系， 让这

里的百姓能以最快的速度

把赖以生存的农产品输送

出去， 让这里的学子有了

求学之路， 让春节回家的

游子也能以最便利的方式

回到久别的故乡。

———光明网：《春运里

的慢火车， 是情怀也是担

当》

◎

木木 辑

日前， 广东省教育厅

解读即将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

入学工作的指导意见》，明

确义务教育阶段对报名人

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

学校， 全部实行电脑随机

摇号录取； 义务教育阶段

全面取消各类特长生招

生； 优质普通高中学校要

安排不低于 50%的招生名

额， 直接分配到区域内各

初中学校（含民办），不得

设“限制性”分数线。

为了给中小学生减

负，也为了招生录取公平，

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推动

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比如

公办学校划片招生、 生源

就近入学。 公办义务教育

入学公平有效改善了，但

民 办 学 校 的 问 题 又 来

了———凭借着“掐尖”抢生

源的优势与成效， 继续裹

挟着孩子们自我增负，以

求在起跑线上占得先机。

简言之， 就是曾经发生在

公办义务教育领域的问

题，在民办学校上演。

得益于民办基础教育

的快速发展， 有些民办学

校在升学率、 考试成绩排

名等指标上， 可与优质公

办学校平起平坐， 甚至显

示出些许优势。基于此，当

公办学校就近入学之后，

民办学校就拥有了特别的

优势， 如果允许其通过考

试等方式选拔学生， 那么

“掐尖” 抢生源就在所难

免———只要这种选拔性竞

争存在， 减负的积极作用

就会被大量消解。

因此， 推进义务教育

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

盖；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

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报

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

行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可

谓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

在此基础上， 优质普通高

中学校将招生名额分配到

各初中，不设“限制性”分

数线，形成了贯穿幼升小、

小升初、 初升高的系列入

学体系。

改革从来都是利益分

配的重新调整。 面对这样

的改革，部分“牛娃”家长

或许会感到遗憾， 因为其

孩子入读曾经升学率高的

民办学校会变得不确定，

但更多的学生家长将不再

焦虑。总体而言，在当前基

础教育改革中， 需要重点

观照两个指标点， 一个是

公平，一个是减负。民办学

校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

很好地解决了入学公平问

题， 并借此促进了减负落

地。从这个意义出发，之于

民办学校的招生改革确有

必要。

长远来看， 改革也有

利于民办学校自身的内涵

发展。之前，民办学校优异

的升学率表现， 与其选拔

生源有关， 是以优质生源

成就的优异成绩， 长此以

往， 培养体系中或许会厚

此薄彼。改革之后，民办学

校与公办学校处于同一个

竞争体系， 那么只能靠全

要素内涵提升来打造品牌

声誉与竞争力。 若能全面

促进民办学校全要素质量

提升， 这种改革的附加效

应也将是另外一个收获。

◎

燕农 大学教师

前两日，听几个广州街坊

倾闲偈，有个阿姨讲起佢出外

工作嘅仔仔：“佢每次返屋企，

讲俾我听嘅， 都系开心嘅事，

对自己嘅困难，就从来都唔会

提，怕我担心。 ”睇住个阿姨一

面幸福嘅样子， 大家都笑咗，

都话佢系乖仔， 羡慕到不得

了。“梗系啦， 仔女识谂先会

咁，好女两头瞒啊！ ”有个阿伯

就话。

广州俗话讲“好女两头

瞒”，意思其实系话，心地好嘅

年轻人（譬如心抱），喺老人家

面前， 会隐瞒啲唔好嘅事，避

免挑起双方嘅矛盾。 之所以叫

“两头”， 系因为一个心抱，面

对住丈夫、公婆，同时背后系

自己嘅娘家，各方之间，都可

能有大大细细嘅矛盾。 所以企

喺中间， 如果能懂得唱好事，

调和各方矛盾，咁各方嘅满意

度都会提高，家庭亦会变得更

加和睦。 呢句话好通俗，不过

就蕴含住浓浓嘅人情味。

新年在即，团圆成为好多

人嘅主题。 后生仔喺长辈面

前，确实亦应多讲睇暖心嘅好

话。 确实，职场上、家庭中，唔

会样样嘢咁顺心，但贴心嘅后

辈都会为老人着想， 将压力、

矛盾孭喺自己身上，只将好嘅

事话俾老人知，陪伴长辈过一

个舒心嘅年。

◎

闻歌 媒体人

“北上广深的春节

氛围是从打车难开始

的。 ”近几天，一位网友

的戏谑言论道出春节期

间的一种困境———打车

难。 临近春节， 媒体发

现，出租车、网约车今年

不约而同开收“过节

费”，希望通过激励司机

来缓解打车难。 不过，加

收“过节费”的尝试颇具

争议（《北京日报》1 月

19 日）。

每逢春节 ，“打车

难”“打车贵” 等节日病

让不少市民感到头疼。

一方面， 春节出行需求

猛增；另一方面，部分网

约车司机又选择过年休

息， 而少数出租车司机

坐地起价。

随着观念的转变 ，

社会对于春节等节假日

打车加价越来越能理

解。 毕竟，企业过节加班

还有三倍工资， 的哥们

牺牲自己和家人团聚的

时间，为社会提供服务，

应该得到一定补偿。 出

台打车“过节费”，不仅

可充分调动司机的积极

性，增加运营车辆数量，

同时也有助于遏制随意

加价现象。

不过，打车加收“过

节费”是个系统工程，不

能只考虑司机的利益，

还要兼顾消费者的承受

能力和切身感受。 为了

更好地统筹各方诉求，

“过节费”不妨实行弹性

制。

其一， 与出行距离

挂钩。 珠海今年春节期

间试行巡游出租汽车运

价浮动， 在按现行运价

标准实行打表计程收费

的基础上， 根据计价器

显示的价格， 分 5 档每

次加收 2 到 10 元。“多

用车，多加价；少用车，

少加价” 的模式显然更

加公平，值得借鉴。

其二， 与等待时间

挂钩。 司机在规定时间

接单，可以加收全额“过

节费”。 如果乘客等候时

间过长， 则酌情减免一

定“过节费”。 这样既可

以照顾到乘客的感受，

也有利于优化车辆布

局， 引导更多司机到人

流密集区域接单。

◎

张淳艺 公务员

春运进行时， 高速

公路拥堵难以避免，尤

其是周末出行高峰期。

为此，

“广东交警空中巡

逻 高 速 公 路 出 入 口 ”

（《信息时报》1月19日）。

利用无人机、 直升机对

高速公路展开监测，发

现堵点，及时疏解，无疑

是缓解拥堵的有效方

法。 当然， 广大司机文

明、谨慎地驾驶，避免发

生事故， 对缓解拥堵的

作用更加明显。

春节尚未开始，节后

用工问题就已进入政府

与企业的关注日程。 你

看，

“东莞人社局公布节

后用工需求信息：

800

余

家企业将空缺岗位约

10

万个 ”

（《新快报》1月17

日）。 就业终究是一个市

场问题， 哪里待遇好，劳

动力就往哪里倾斜。 这里

所谓的待遇，除了工资收

入，还包括情感，比如能

否给职工以归属感。

归属感其实也是一

种生产力， 能够让人以

企业或城市为家， 从而

衍生出责任感。 比如，

“

5

名外来务工人员举报非

法排污 ， 获广州市河长

办

20

万元奖励”

（澎湃新

闻1月18日）。 举报非法

排污， 是为了让自己所

居住的城市环境更美

好。 当然，奖励也是一种

动力。 奖励，体现了政府

治污的决心， 对不法企

业也足以产生“监督无

所不在”的威慑力。

对于道德问题，威

慑力在于制度约束。 像

“深圳一老师发私信向

家长借钱， 家长微信群

突然炸锅 ”

（《广州日报》

1月19日）这种情况，就有

必要纳入制度进行规

制。 如果不是私交甚好，

老师显然是不能向家长

借钱的， 否则就是道德

绑架。 因为家长无论有

钱还是没钱， 都不便拒

绝。 上述老师分别向各

个家长私下借钱， 难免

让人感到不可靠。 虽然

最终结果表明， 该老师

确实是迫不得已， 但解

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还

是应当求助校方。 所以，

此类情况应当列入师德

或教师规范进行约束。

◎

胡也屏 媒体人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

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 要坚决查处各种风险背

后的腐败问题， 深化金融领

域反腐败工作， 加大国有企

业反腐力度 ， 加强国家资

源、 国有资产管理， 查处地

方债务风险中隐藏的腐败问

题。 对照现实， 这番话很有

针对性。

“金融行业天天跟钱打

交道， 而且接触的老板都是

动不动几个亿、几十个亿、上

百亿的， 给你点钱对他来说

小菜一碟。 ”在近日播出的电

视专题片《国家监察》中，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赖小

民如是说。 据调查，赖小民收

受的各类财物中， 光现金就

达两亿多元。 如此疯狂的贪

腐行为，令人震惊。 国家开发

银行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胡

怀邦， 证监会原主席刘士余

等被查处的消息， 无不引发

关注。 这些国有金融行业的

腐败案件说明， 腐败问题是

导致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之

一， 对相关领域党员干部的

监督管理亟需加强。

近年来， 金融领域反腐

败斗争加快推进。 2019 年 1

至 10 月， 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共立案审查调查金融系统

违纪违法案件 5500 余件。 治

理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 既

要有腐必反、 有贪必肃， 又

要加强源头治理， 把治“已

病” 和治“未病” 有机结合

起来。

从反腐实践来看， 保证

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是关

键。 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一把

手”花钱“一支笔”、用人“一

句话”、决策“一言堂”，种种

任性妄为，不仅给经营管理、

事业发展带来很大风险，也

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紧盯

“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围绕

权力运行各个环节， 形成决

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

的权力运行机制， 才能使领

导干部公正用权、依法用权、

廉洁用权， 更有效地从源头

上防控风险。

在 2019 年派驻机构改革

中，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 15

家中管金融企业直接派驻纪

检监察组， 并赋予相应监察

权， 对监察机构之间商请协

助的办理程序等作出细化规

定。 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做

实做细日常监督， 也加强了

各部门联合办案的力度， 释

放出强大的治理效能。 织密

监督网络， 不断化解盲区、

形成合力， 各种风险背后的

腐败问题就难以遁形。

◎

辛识平（新华社电）

信息时报评论邮箱：

xxsbpl@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