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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泽 武宗义

据近日《法制晚报》报道，北京大学数学系一
名刚刚入学3个星期的大一新生日前在宿舍中上
吊，仍处于最危险的抢救期。

近年来，大学生自杀事件屡屡发生，究其原
因，无非是承受不了生活、学习、感情的压力。那
么，解除这些压力就可以避免自杀事件的发生了
吗？非也。自杀事件，直接拷问的是教育。

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提起教育，人们第一
反应就是想到学校，想到教师。一遇到问题，也会
自然地将一切归咎与学校和教师。谁都知道，学校
教育仅仅是一方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一样亟
待被重视。

就北大学生上吊事件本身，从目前媒体的报道
看，似乎是因为学习的压力。但是，我不禁要问：
谁的人生一帆风顺？谁不遭遇些困难与挫折？难道

遇到困难就去死吗？无疑，这位大学生是懦弱而自
私的。他不敢面对挫折，也不考虑自杀行为会给家
庭、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是什么造就了他懦弱自私的本性？是教育的缺
失！

首先，家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孩子考取北
大，谁都觉得这样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我只能说，
这是分数的成功。对一个孩子教育的成功，要看孩
子的综合素养。无疑，这位自杀学生严重缺乏面对
挫折的勇气与信心。现在的孩子，从小到大都在呵
护中成长，只能享受阳光不能接受风雨，只能享受
表扬不能接受批评。这如何能适应社会？要培养孩
子健全的人格，平时家长切不可一味地溺爱孩子，
迁就孩子，而是要培养孩子正确认识自己，勇敢面
对困难，学会主动解决问题。

其次，学校教育中人性教育的缺失。教育改革一
浪高过一浪，但每一浪都以分数为准则，以升学率为
生命线。学校教育以成绩为核心，孩子从小被密封在
题海里拔不出来，哪里还能接受到关乎人性的教育？
就像这位北大孩子，一路走来一定都是鲜花与掌声，
走进大学突然发现自己适应不了，于是选择了自杀。
所以，学校教育，在关注分数的同时，应多关注孩子
的内心世界，多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不要让分数压
抑孩子的个性，压扁孩子健全的人格。

那么，我们的社会教育呢？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先生说过：“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社
会是生活的场所，亦是教育之场所。”正所谓‘社
会即学校’。”但社会是多元的，有善良也有丑
陋，有阳光也有阴影。孩子毕竟是孩子，明辨是非
的能力弱，往往会受到社会上很多负面的影响。我

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观念、思
潮层出不穷，交叉碰撞。不同的社会舆论导致社会
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莫衷一是，这也会导致孩子偏离
正确的人生观。

在日本，每年1月的第2个星期一，凡满20岁的男
女青年要身穿传统服装参加官方或者民间团体为他
们举办的成人仪式。内容包括年轻人宣誓长辈的祝
福等。成人仪式的精髓，在于使青年开始懂得“成人
之义”，所谓“弃尔幼志，顺尔成德”，提示孩子从此担
负起家庭、社会、民族的责任，提示孩子已正式跨入
社会，获得全新的人生角色。这类似我国古代的冠礼
吧，现在呢？我们这一块教育很缺乏。

因此，北大新生的自杀事件，是教育的失败，
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应该一起“埋单”并反
思。

打车原本是较为便捷的出行方式，然而
近年来，打车难却一直困扰着许多市民特别
是上班族。如果仅靠行政手段强求、威慑并
不能根治打车难顽疾，解决打车难必须标本
兼治。既要改善出租车运营的管理，又要完
善城市配套功能。出租车从根本上来讲是一
项公共服务，这就需要政府、市场双管齐
下，推动出租车运营模式的改革。要完善出
租车管理中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激发、
调动出租车司机的工作热情，规范他们的运
营行为。

警惕高速之下的质量隐患

在建设数量不少、建设工期不长、企业
利润不高的背景下，保障房建设的全面提
速，难免让人担心：速度上来了，质量会不
会下去了？质量的衡量和监管，在一定程度
上远要比进度管理来得复杂和艰难，需要坚
定的决心，也需要细致的工作。这就需要严
格检查，切实监管，不搞形式主义，不走过
场。通过检查，堵住安全漏洞，消除隐患，
避免出了问题事后追责的被动局面。

对小作坊保持常态化监管

买进劣质肉，用香精提味掩盖，媒体对北
京个别包子铺的调查触目惊心。除非从头到尾
都寸步不离地监管，这些食品小作坊要想添这
加那简直是易如反掌。执法者可以用暗访抽查
的办法，保持一种常态化的市场监管。同时对
那些百姓的日常饮食，执法者可以用平民的身
份购买进行抽检化验，保持一种动态的食品安
全监测。对抽查的问题食品予以严惩，如此必
能震慑来者。让百姓信任，靠小作坊自己，更靠
政府监管部门的严格约束。

安全气囊无国标谁保安全

目前我国的安全气囊并没有国家标准，
各汽车厂家使用的安全气囊，其标准都是由
厂家自己制定。汽车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
姓家，无国标谁来保证安全？一旦发生纠
纷，谁又能捍卫合法权益？安全气囊，为何
迟迟没有一个“国标”？汽车的专业性特点
让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本就处于相对弱势地
位，如果再缺乏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消费者
要想和汽车厂商维权比登天还难，安全气囊
无国标局面不能再延续了。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如今，农村留守儿童越来越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为什么会有留守儿童？因为他们的父母背井离乡去了城市。据

报道，如果没有农民工，超过一半的饭店要关门，近七成的生产厂家
要关门、近八成的大楼盖不起来。他们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16%；
农民工进城减少了政府、城市在培训和教育方面的开支；农民工有
将近一半的收入会在城市生活中消费掉。

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作过统计，如果按农民工平均每人一年提
供两万元的产值计算，一亿进城农民工就为国家奉献了两亿元。可
以说，城市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留守儿童父母们的贡献。

但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现状却让人担忧。上最差的学校，缺乏父
母的关爱，导致留守儿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儿童早期发展
与教育》报告提出：要把0到6岁儿童早期发展纳入政府扶贫计划和
公共服务框架，以打破极端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但事实上，对留守
儿童的教育，我们欠账很多。

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早教”短版。早教和基础教育、高等教
育一样重要，也是教育的重要构成，应该引起重视。对农村留守儿童
智力开发得科学、及时，就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让孩子得到
快乐，也得到潜能挖掘和人格养成；否则，就会遗患众多。

目前，农村缺乏幼儿园，留守儿童娱乐活动单调成为一大问题。
要认识到，“玩”也是一门大学问，“玩”对于孩子的智力开发、潜能开
发以及性情培养都是一种有益推动。正如专家所言，“儿童早期是人
生发展的关键期，其身体、心理、情感、语言行为和社会能力等处于
综合协调发展阶段，生活经历和体验对智力、性格及社会行为形成
有重大影响，可影响其一生的健康幸福”。

整体而言，政府应考虑让留守儿童发展成为政府日常服务对

象，不能因为儿童年龄小、身份卑微、话语权弱化，而淡忘对他们的
关心，通过财政支持、政策扶植、用地安排、教育优惠等政府行为，加
大儿童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早教机构的完善，尊重儿童的发展需要和
权益需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服务意识，促进公共服务水平不
断提升。

铁道部发布消息，自9月25
日起，旅客火车票退票费标准下
调，火车票退票费按照车票面额
的5%收取。同时，将于9月底前
全国动车组分步实行互联网售
票。(近日《京华时报》)

铁道部这次对火车票退票
费的下调，意味着实施了14年的

“霸王条款”终于向民意低了一
次头。1997年12月1日起，铁路
客运运价规则实行，火车票退票
费按照每张车票面额计算，收费
标准按每10元(不足10元按10元
计算)核收，按车票面额每10元
收取2元退票费，2元以下的票价
不退。铁道部推行退票费标准屡
遭质疑，被公众斥为“霸王条
款”。2006年1月1日起，铁道部
对火车票退票费进行修改，改为
按每张车票面额计算，收费标准
为20%(四舍五入到元)。这一调
整让不少网友认为“隔靴搔痒”。

一直以来，铁道部的一些
“霸王条款”常常为民众所诟病，
有关退票费的标准也一直遭到
人们的质疑。奈何火车晚点铁道
部不对旅客给予赔偿，而一旦旅
客晚点退票就要承担２０％的高

额退票费？铁路部门服务的准则
就是让人民群众满意，满足旅客
的各方面需求。一直以来，降低
火车票退票费的呼声很高，铁道
部这次下调退票费，将收费标准
从票面价格的20%收取调整为
按5%收取，这实际上是对民意
的尊重。

另外，笔者认为，我们在看
到铁道部尊重民意的可喜变化
的同时，也要意识到火车票退票
费的下调可能导致一些“黄牛
党”乘机囤票的情况越来越严
重。因为退票费下降的同时也减
少了“黄牛党”的损失，如果春运
期间更多的车票被票贩子囤积，
导致春节期间一票难求的问题
更加凸显。这就需要我们的铁道
部门进一步加强对“黄牛党”
的打击力度，不要让一些不法分
子钻了铁道部“惠民政策”的空
子。

铁道部下调火车票退票费，
是一次对民意的尊重，也是改变
自身形象的有益尝试，愿以后铁
道部能多从民意的角度制定政
策，让更多的旅客获得实惠。

■ 网 声

打车难

需标本兼治

■ 大众时评

“分数成功”不等于“教育成功”
□ 余 萍

火车票退票费下调
是对民意的尊重

□ 蒋光平

■ 画里有话

让留守儿童分享公共服务的阳光
□ 雷泓霈

漫画/李晓宜

□国胜 伟利 炳山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在这里练练书法，可以相互点评，

练得起劲啊。”9月13日上午，家住潍坊市潍城区安顺社
区74岁的老人陈吉训在社区老年会所对记者说。

目前，潍城区60岁以上人口达5 . 78万人。面对老
龄化形势，针对民生需要，潍城区今年启动了老年会所
建设。老年会所为老人提供了活动场所，丰富了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和谐了邻里关系。据悉，潍城目前已在27
个社区建起老年会所。到年底，全区42个城市社区、8个
农村社区都将建起老年会所；另外，区里还将建设一处
2700平方米的高标准示范性老年会所。

潍城老人老有所乐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石振房 董梅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18日，蒙牛乳业泰安有限

责任公司二期低温奶项目在泰安高新区竣工投
产。据悉，该项目总投资2 . 6亿元，是内蒙古蒙
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地区建设的
唯一低温奶生产基地。目前配有生产线10条，全
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量9万吨，营业收入6 . 5亿
元，成为蒙牛集团总部之外最大的综合性生产
基地。

无独有偶，7月7日，投资1 . 5亿元的三一重
工集团“工程机械整机及零部件再制造和生产
项目”落户高新区。从获得信息到邀请客商前来
考察、洽谈，到分析论证、专家咨询，到项目正式
签约，前后不过一个月时间。目前，各种开工手
续正紧张办量中，预计下个月项目将开工建设。

与上述项目命运不同，一个投资几个亿的
高能耗项目，看中了高新区的区位优势，今年多
次派人前来洽谈，但其能耗标准与进区标准相
距甚远，最终被拒之门外。据统计，今年上半年，
高新区新签“大、高、新”项目15个。与去年全年
新签约、落地42个项目相比，数量不算多。区招
商局副局长张新认为：“这是从量到质的变化，
体现的是科学发展的理念。”

在2009年制定“大、高、新”工业项目进区新
标准和条件基础上，今年4月，高新区再次提高
了进区项目的“门槛”，那就是“四新一海”：新能
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新材料产业、新医药和生物

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海洋开发及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从原先的每亩
18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以上，高新项目投资总
额也从一亿元以下提高到一亿元以上。

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卫东表
示：“今后，我们将按照对现实与未来高度负责
的原则，尽快实现由‘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
的转变，高新区非大项目、高新技术项目莫入，
既要重视经济效益，更要重视环境保护等。同
时，更加注重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益，重
视高科技项目及为生产服务的现代服务业项
目，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服务民生。”

与此同时，在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培育发展中，高新区重视科技企业孵化器建
设，逐步建立了以国家级高创中心为龙头，以泰
山科技城、星火科技园为梯次孵化基地，以中小
科技型企业产业聚集带为依托的“一体两翼三
级孵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到去年底，在孵企
业达到107家。

截至目前，高新区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21家，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近一半，成为
转方式调结构的主要力量。“十一五”期间，全
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幅4 7 . 7 %，去年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比重达到6 1 . 6 6 %。今年上半年，高新区规模
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 0 . 2亿元、利税
7 . 2亿元、利润4 . 4亿元，分别增长2 4 %、3 1 %
和35%以上。

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

泰安高新区非大、高、新项目莫入

□任增亮 刘丹丹 王景波 报道
本报滨州讯 “现在我宣布：滨城区2011

年的植棉冠军是张鲁滨。”8月20日，由滨城
区秦皇台乡王家村种棉大户王建军投资举办的
第五届棉花生产观摩会上，来自滨北办事处大
连张村的植棉大户张鲁滨夺得冠军，王建军为
他颁发了价值1200元的奖品。这是王建军连续
举办的第五届棉花生产观摩会。

今年4 0岁的王建军是秦皇台乡王家村农
民，经过长期实践学得一手棉花管理技术。他
种植的棉花连续多年亩产都在700斤左右，年
收入近1 0万元，比其他棉农的棉花亩产高出
250多斤。看到王建军的棉花长得好，许多棉
农都慕名前来请教，接待工作一度占了王建军
很大一部分精力。为了方便与棉农进行交流，

2006年8月，王建军在自家棉地里举办了第一
届棉花生产观摩会，让来自惠民、东营、高青
等地的200余名棉农一块来地里交流技术，交
流种棉经验。他们从选择良种、化肥、农药，
一直谈到棉花行距、株距和修剪等，双方都受
益颇多。“通过交流，我跟惠民的棉农学会了
瓜棉套种技术，跟寿光的飞扬合作社的技术员
学会了育苗、种植果树”，王建军说，“从那
时起，我就想把观摩会一直办下去。”

2008年至2010年，王建军又连续在自家的
棉田里举办了三届棉花生产观摩会，参加的人
数由最初的2 0 0多人发展到5 0 0多人，涉及东
营、济南、滨州、淄博等七个市。为了更好地
与广大棉农进行交流，王建军在乡政府帮助下
成立了滨城区农喜棉花专业合作社，专门为棉

农提供种子、肥料、技术指导、棉花销售等服
务，并建立了山东农喜棉花网和棉农QQ群，
时常与棉农在网上进行交流。

“通过举办棉花生产观摩会，我们乡的50
个村的棉农都对科学种棉有了新认识。为鼓励
棉农学技术，今年我们在滨北办事处的框王村
举办了第五届棉花生产观摩会”，王建军说，
“今年我个人拿出了6 0 0 0元，评选‘植棉状
元’，报名参赛的17名选手都在自家的棉田里
带一株棉花来，现场的人都是评委，谁的棉桃
大而多就是状元。”

经过现场评选，张鲁滨、杜玉波、王会岭
分别以87个、67个、53个单株棉桃数夺得一、
二、三名，分别得到了价值1200元、800元和
400元的农资，其他选手获得了参与奖。

谁种的棉花好我给谁发奖

王建军自办棉花生产观摩会

□贾鹏 报道
9月13日，来自北京的游客在乐陵市“百枣园”里采摘金丝小枣。今年，该市与中国林科院联合兴

建的“百枣园”正式开园接纳游客。该枣园占地100亩，汇集无核枣、龙枣、磨盘枣、茶壶枣等国内知名
枣树品种273种，成为一处集引种试验、物种保存、游览观赏为一体的科普乐园。

□学宝 京富 田杰 报道
本报安丘讯 安丘市凌河镇凌河村农民企

业家孙业润近日捐资20万元，用于当地一所小
学的配套设施建设。20多年来，他致富不忘家乡
教育事业，捐资助学资金累计已达200多万元。

孙业润1983年从部队转业后，进入村办的
汽车大修厂当工人。后来，他先后经营过木器
厂、保温材料厂、酒店等企业，现在是潍坊东
海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有了一定积蓄后，他
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但对捐资助学却非常慷
慨，先后资助1 2位贫困中小学生直至大学毕
业。每年教师节，他都要到镇里的中小学和中
心幼儿园走访慰问。

今年秋季，当地拥翠小学的师生搬进了崭
新的教学楼，可是设施却不配套，桌椅板凳陈
旧。孙业润得知后，立即捐资20万元，将学生课
桌、板凳和老师的办公桌椅全部更换成新的。

安丘一农民企业家

捐200多万元助学

□厚忠 晨光 福录 报道
本报邹平讯 9月，秋高气爽。走进邹平县好生镇

小高村，平整的水泥街道两旁绿树成荫，整洁舒畅。村
支书左克民说：“今年村里花10万元，完成了地面硬化、
绿化，清理了旮旯胡同，村民日常生活垃圾都放在垃圾
箱里，每天早晨由镇环卫队统一清运。

去年以来，邹平县制订统一方案，对全县16个乡
镇、街道办进行农村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目前，已新
建垃圾中转站25个，首批配套清运机械26辆、地埋式垃
圾箱265个，全部投入使用，初步建立了“村收集、镇清
运、县处理”的三级管理网络。目前，日处理生活垃圾能
力400吨、生活垃圾处理厂服务范围已经扩大到3个街
道办和全县13个镇。此外，该县还建立了日处理污水能
力6万吨的大型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的服务范围覆
盖200个行政村，并与县城水管网连接，农村污水和城
市污水在这里汇流，净化后用于灌溉和淡水养殖。

邹平建立

三级环卫管理网络

□洪涛 颜超 高倩 报道
本报临沂讯 9月14日凌晨，兰山区半程镇程荣蔬

菜种植基地一片忙碌景象，菜农在各家大棚里忙着采
摘蔬菜，分拣装车，运往城里的各大超市和批发市场。

依托中心区优势，兰山把“农超对接”作为农产品
基地品牌建设的重要环节，推动优质农产品基地、合作
社与超市、农贸市场对接，实现从菜园子到菜篮子的一
步跨越。工作中，该区加强生产监管，组织农技专家开
展技术服务，制定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建设农药残留
检测室，建立检测制度，每批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合格
后才能供应超市。

目前，兰山区有全乐、清春、兰旗等9家合作社，3万
亩优质农产品基地，分别与市区超市以及华丰、华东等
农贸市场实现了“农超对接”，每天供应新鲜蔬菜、水
果近1 . 6万公斤，促进种植户人均增收8000余元。

兰山3万亩农产品

搭上“农超对接”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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