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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时20分钟”停车位，彰显精细服务意识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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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幼儿园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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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仍不减制裁

美式霸道太不人道

热

点观察

民

生视角

让儿童吃得安全，须标准先行

别把成才的“宝”全押在学校身上

点

击广东

美国对香港的制裁也

意味着其在香港的影响力

将迅速下滑。 香港是全世

界的自由港， 并非美国一

家可以决定其发展走向，

只要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

及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还

在上升， 只要中国在世界

的地位和影响力还在上

升， 那么美国对香港的任

何制裁， 其影响都将是短

期的。 全世界不同人才和

资本还会争夺香港这一平

台， 而美国的放弃将意味

着它很快会被内地和其他

市场的资本、 企业和人才

所取代， 未来再想返回将

花费更加不菲的成本。

———环球时报：《香港

是世界自由港，不是美“自

由港”》

如果在交易时严格进

行匹配验证， 或可以有效

避免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

许可擅自充值的情形。 在

技术层面， 互联网交易面

部识别技术已经较为成

熟， 在相关游戏交易程序

中加入人脸识别认证并不

存在技术障碍。 在法律层

面，《规范》 已经提出对注

册资料不完善的用户可以

进行人脸识别。

———检察日报：《少年

网游充值超四万， 交易认

证亟须规范》

既然是为了提升城市

文明形象， 就该充分调动

起市民的参与热情； 既然

不文明行为是城市公害，

每个人都该像遇见苍蝇一

样出手“随手拍”。当然，也

必须估计到其中的困难，

毕竟这是一个得罪人的

活。 违反条例者会受到相

应的惩罚， 对于热心监督

举报者， 也应该有明确的

奖励，鼓励更多的市民，投

入到监督、 制止不文明行

为的队伍中。

———北京晚报：《让随

手拍成为不文明行为克

星》

◎

木木 辑

近日， 浙江杭州拱墅

区出现了几个不一般的停

车位———这些路面停车位

都涂上了嫩绿色， 上面写

着“限时 20 分钟”。这是当

地交警部门的一个试点，

主要是为附近接送孩子的

家长、 临时有事的司机提

供便利。 无独有偶，5 月中

旬， 河南鹤壁市的市民惊

奇地发现： 该市数个菜市

场周边规划了 25 个临时

停车位， 晚上 8 点到次日

早上 7 点可停车， 其他时

段限时 20 分钟，监控计时

抓拍。

经常开车出门的人可

能都有过这样的困惑：开

车出去很方便， 停车找车

位却很难，有时候“内急”

却苦于停车难， 无法及时

解决。这样的尴尬，更多发

生在网约车、 出租车司机

身上。此外，有的市民下班

后， 本想到小吃店买几个

包子带回家， 却因为路边

不许停车，只能作罢。

杭州的“绿色泊位”、

鹤壁的“蓝色泊位”，颜色

不同， 但看上去都十分醒

目、宜人。两地的做法让人

耳目一新， 引发公众的一

致好评。 这一城市管理创

新，好就好在，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在确

保交通秩序的前提下，通

过科学谋划，深入挖潜，优

化停车资源配置。在医院、

菜场、学校等场所附近，设

立“限时 20 分钟”停车位，

不仅能为有短时停车之需

的市民排忧解难， 还能给

商家带来商机。 杭州的一

位快餐店老板表示， 来他

店里吃快餐的不少是网约

车、 出租车司机，“以前他

们吃饭，车临时停路边，十

几分钟得不停抬头看有没

有被贴罚单， 现在停在绿

车位里， 能安心吃饭了”。

可见，设立“限时 20 分钟”

停车位，虽是小举措，却不

失为一个好创意， 体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

样精细”。在当前的城市治

理中， 如何围绕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 在全力维护城市秩

序的同时， 最大程度地兼

顾群众和市场主体的需求

和便利， 是相关方面需要

破解的一个课题。 杭州和

鹤壁设立“限时 20 分钟”

停车位之举， 带给我们这

样的有益启示： 城市治理

千头万绪，要像绣花一样，

既精细精准，又努力创新，

方能使市民生活得更方

便、舒心。

期待各地能够借鉴杭

州和鹤壁的做法， 统筹规

划，精心安排，坚持寓管理

于服务， 更好地满足群众

需要。 比如， 除了在“路

边”，部分机关大院也可以

设立限时停车位， 为过路

的市民解解燃眉之急。 总

之， 设立限时停车位所彰

显的创新精神， 所反映的

为民服务态度， 理应成为

各地城市管理部门的不懈

追求。

◎

杨维立 司法工作者

6月2号，广州26.7万个小

朋友到幼儿园返学。见到同学

仔，佢哋开心，家长亦开心。

幼儿园对于社会嘅重要

性，如今早已系共识了。但100

几年前，幼儿园啱啱喺广州出

现嘅时候，却受到过质疑。 因

为传统已经有“卜卜斋”，又点

解需要幼儿园呢！

但好快，呢个问题就被广

东第一家幼儿园———广州烟

墩路幼儿园所解答了。呢家幼

儿园建于1909年，而家仲招紧

生。 旧称为“东山幼稚园”，系

一位美国人创办嘅。 佢同“卜

卜斋”最大嘅唔同，就系“卜卜

斋”偏重传统伦理教育，而包

括东山幼稚园在内嘅幼儿园

则同时教授科学、游戏、声学、

舞蹈等课程，睇落更似而家嘅

现代教学。 当时，教材都系外

文翻译，游戏都系外国小朋友

玩惯嘅嗰一啲，为中国细蚊仔

开拓眼界提供咗一个途径。

条件咁好嘅幼儿园，去得

起嘅人就梗系唔多啦。东山幼

稚园嘅校友名录里面，就有华

南著名骨科专家邝公道。佢出

身医学世家， 自细识弹钢琴。

幼稚园嘅经历拓宽咗佢嘅视

野，为日后赴柏林深造打下咗

基础。

如今百几年过去，广州学

前教育蓬勃发展，幼教亦变得

丰富多元。 大家选择多咗，返

幼儿园呢件事亦变得稀松平

常啦。 ◎

梁倩薇 编辑

对很多孩子来说 ，

零食大礼包无疑是一份

颇具吸引力的儿童节礼

物。 然而， 选购适合孩

子的健康零食并非易

事。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

现， 高盐、 高糖、 高脂

肪的零食随处可见。 即

使打着“儿童 ” 的旗

号， 往往也只是抬高身

价的噱头， 实际配料与

普通零食并无本质区别

（《新京报》 6 月 2 日）。

近年来， 不少食品

商家赚钱无底线， 乱打

“儿童” 牌， 在多类食

品上标注“儿童” 二字

并大肆宣传 ， 高价出

售。 孩子家长很容易被

此类字眼所忽悠。 这些

所谓“儿童食品” 一般

包含“四多” ———多添

加剂、 多糖、 多盐、 多

油。 比如， 所谓儿童饮

料， 其实就是多添加了

吸引孩子的色素和一些

香精、 糖。 这些食品对

儿童的身体健康非但无

益， 反而有害。 正因如

此， 之前， 市场监管部

门提醒， 目前国家还没

有所谓的“儿童食品”

相关标准， 消费者选购

时应当谨慎。

目前， 我国仅有的

与儿童有关的食品规

范， 主要是针对 0-36

个月的婴幼儿配方食

品、 辅食的安全标准。

对于 3 周岁以上的低龄

儿童， 还没有专门的食

品安全标准。 然而， 有

研究显示， 在日常零食

消费方面， 儿童的消费

量要比家长的消费量平

均高出 2~3 倍。 就食品

添加剂来说， 儿童每日

摄入的食品添加剂的种

类达 10 多种， 最多的

一天有 50 多种 。 儿童

的身体尚未发育成熟，

排解能力差， 倘若按照

成年人的标准摄入添加

剂， 无疑会给儿童健康

带来风险。

因此， 向儿童提供

的食品不管在安全性和

营养性上,都应该有更为

严格的标准。 有关部门

要针对儿童食品制定和

实施严格的法律规定和

标准规范， 不断提高国

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科

技含量。 同时， 引导行

业企业生产和研发更多

适合儿童食用营养均衡

的食品。

◎

廖海金 公务员

跟往年相比， 刚刚

过去的儿童节是一个特

殊的节日， 因为疫情影

响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

活。 因此，

“广东小学生

欢度儿童节 ： 写诗捐书

访院士 ”

（南方网 6 月 2

日），引导孩子科学认识

和应对疫情， 适应新的

学习节奏， 成为儿童节

突出的主题。 应该说，这

也是给孩子们的一份特

殊礼物。

保障 孩 子 健康 成

长， 需要多方发力。 例

如，

“广州出招 ‘防狼 ’，

对

2.3

万教职工进行前

科筛查 ”

（《南方都市报》

6 月 2 日）、

“广 东 拟规

定 ， 中小学教师与学生

发生不正当关系或有任

何形式性骚扰 ， 开除 ”

（《南方都市报》6 月 2

日），这些都是保护未成

年人的硬核措施。

为孩子创造良好的

教育环境， 是每个家长

努力的方向。 但骗子也

喜欢利用这一点，你看，

“声称

12

万入读名校 ，

付款后再无音信 ， 广州

一家长为买学位被骗

10

万 ”

（《羊城晚报》6 月 2

日）。 在很多地区小学正

在招收新生的当口，发

布这样的案例也算及

时。 通过正规途径让孩

子入学，不走后门、不走

捷径， 家长遵纪守法其

实也是孩子入学前最好

的教育。 另外，非名校同

样拥有培养人才的能

力。 而且，孩子成才的关

键，不仅在于学校，还有

家庭和社会 ， 不能把

“宝”都押在学校身上。

有个现成的新闻事

例：

“云浮独臂少年张家

城网络走红 ， 单手撑起

篮球梦 ， 立志成为职业

运动员 ”

（《南方日报》6

月 2 日）。 支持孩子追逐

梦想，是父母最大的爱。

就孩子而言， 不要因为

暂时出现的困难而颓废

消沉， 就像新闻中的主

角，身残志坚本身，就是

一种成功。 正如人们常

说的“上帝关上了一扇

门， 会为你打开另一扇

窗。 ”永葆希望和乐观心

态，无论成功与否，都是

幸福的。

◎

陈管见 国企职员

新冠疫情引发的人道灾

难没能唤醒美国政客的良知，

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没能拦

住美国的制裁大棒。疫情在全

球暴发以来，美国不顾一些国

家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不断

升级对伊朗、委内瑞拉、古巴

等国的制裁力度，妄图利用制

裁和疫情的双重压力实现其

政治私利。

长期以来， 美国动用经

济、金融、军事、政治、外交等

多种制裁手段，限制所谓“对

手国家” 国内发展和对外贸

易。受制裁国家的经济民生因

此承受巨大压力。雪上加霜的

是，疫情发生后，美国仍加码

制裁力度，使得这些国家普遍

出现医疗物资和民生物资短

缺，抗击疫情和疫后恢复资金

不足，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

体生活维艰，人道主义危机不

断加剧。

一方面， 美国制裁使伊

朗、委内瑞拉等国外汇收入减

少、资金短缺，直接限制了其

进口药品和医疗设备的支付

能力，使其难以备齐必要的抗

疫物资。 另一方面，美国的封

锁，阻碍了抗疫物资的国际运

输和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

物资捐赠。美国制裁更大的威

胁在于，即便提出豁免，全球

许多相关企业担心被“秋后算

账”， 不敢对受制裁国家出售

或捐赠医疗物资。

此外，美国还阻挠有关国

家从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美国

《华尔街日报》前不久报道称，

美国计划阻止伊朗向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申请50亿

美元紧急贷款，而德黑兰急需

这笔资金来应对疫情。 此前，

委内瑞拉政府提出的50亿美

元抗疫援助贷款申请也被

IMF拒绝。 美国媒体表示，美

国可能对这一国际金融机构

施加压力，阻止它向委内瑞拉

政府提供贷款。

伊朗外长扎里夫谴责美

国在疫情期间对伊实施制裁

是“经济和医疗”恐怖主义，正

导致伊朗出现人道主义灾难。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多

名国际政要纷纷呼吁解除妨

碍抗疫的制裁措施。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

卡内尔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的制裁

措施侵犯了古巴民众的人权。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发表声明

指出，在这个关键时刻，无论

出于全球公共卫生的考虑，还

是为了支持这些国家数百万

人的权利和生命，制裁都应该

降格或暂停。“在疫情全球大

流行的背景下，阻碍一个国家

的医疗努力会增加我们所有

人的风险。 ”

大疫当前，美方的霸凌行

径不合时宜，更不人道，应该

为国际社会所唾弃。

◎

高文成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