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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节，最不该发生的事儿
□影子

6 月 1 日儿童节，本该是孩子

们最快乐的节日，一名小学一年

级班长，为了管好课前纪律，竟然

手持教鞭将班上一名说话的学生

打了。被打学生家长看到孩子时，

孩子脸上有手指大的一块擦破皮

了，渗出一些血丝。而据同学们反

映，班长经常打同学，有时候用手

打，有时候用老师的教鞭。(齐鲁晚
报《今日聊城》C5 版)

“管同学很威风”、“可以打别

人、罚站，不用被人管”、“班

长有罚站的权力”等等，几乎成

为众多小学生争相当班长的理

由。如果抛开性格等一些表面问

题，一个本质的存在就是，都认

为自己是班长，就拥有了对同学
“施暴”的特权，而自己可以不

受管理。

笔者有不少同学从事小学教

育，坐下来闲聊时，不时也会听

到他们的抱怨声。“某某班的班长

真好，负责任，能管人。”“班里几

十人，连一名称职的班长都找不

出来。”所谓好班长、称职的班长，

应该是品学兼优、责任心强、管

住人、能服众的班长。在一个班

级，尤其是小学低年级，符合这

些条件的学生恐怕少之又少，难

怪有的老师抱怨。不过，好班长

应该是班主任培养出来的。

一般的班干部或许是不敢那

么做的，能够这么做的，一般只

有班长。是谁制造了“施暴”班

长，是谁给了班长施暴的权力？

班长应该是老师的助手，好班长

更是老师的好助手。很多老师或

许总把精力集中在如何解决学生

问题上，很少去想问题背后的原

因。

要解决“施暴”班长问题，

个人认为重要的是解决老师层面

上的问题，如此一来，才不易产
生“施暴”班长。

阅报栏装在草坪里

新东方名人苑二期王先

生说，最近小区里安装了阅报

栏，里面装的报纸是他平常爱

读的《南方周末》。可不巧的

是，阅报栏装在草坪里，距小

区的路有 1 米左右的距离。离

远了看不清楚，想靠近点看，

又担心背上踩踏草坪的骂名。

王先生希望阅报栏靠近路一

点。

门口烧烤挺烦人

乐园小区高女士说，小区

北门原来是关闭的，最近每到

晚上，小区北的一家烧烤店就

把北门打开，在门口支起烧烤

摊，还在小区摆上桌子，一些

顾客直接到小区吃烧烤。高女

士说，有喝酒的人吆五喝六，

弄得小区乌烟瘴气，严重影响

居民的正常生活，还担心有些

社会人士喝酒后盗窃，总觉得

不安全，希望有关部门能把这
些烧烤摊子取缔。

小区东门何时开

城市主人小区刘先生说，

夏天到了，晚饭后想出去遛弯

儿，可小区东门整天锁着，也

没看到有人在东门门岗上执

勤。刘先生说，他们这些退休

的老人们对这意见可大了，物

业也不能光图省事儿，把门一

锁，什么都不管了，收了居民

的物业管理费，总得尽到自己

的责任吧。

(杨淑君）

“说水城事儿，拉百姓理

儿。”每周五的《海言阁》又与

您见面了。

本版定为评说发生在聊

城的事：大事、小事、稀罕事、

不平事、感动人的事……大

家都可以原声记录下来发给

我们，或加以评论。

“有一说一”栏目，主要

就本周发生在聊城的、关注

度较高的事件进行评论，不

一定多么专业，只要能表达

一种观点即可；“社区小喇

叭”则原生态记录社区的百

姓生活，酸甜苦辣都可以记

录下来发给我们。

投稿要求：题材、体裁不

限，但要言之有物，短小隽

永，切忌泛泛而谈。

投稿邮箱：l c q lwb@

126 .com

海言阁邀您发言

电动车确实该管管

走在街上，放眼望去，除
了汽车等机动车外，跑得最
快、数量最多的莫过于电动车
了，车速过快、挤占机动车道、

闯红灯等违规行为频现。

有数据显示，因电动车违
规发生的交通事故呈逐年成
上升趋势。但由于缺乏监管，

电动车更是肆无忌惮地超速
行使。

新规的发布，应该会让违

规的电动车有收敛的势头。

自行车慢、摩托车费油、

汽车贵，作为代步工具，电动
车以其便宜、方便的特点，进
入寻常百姓家，且呈现逐渐增
多的势头。电动车也成了不少
市民家中必备的一件交通工
具。有报道称，在与电动车有
关的事故中，大部分责任都在
电动车一方。由于电动车不挂
牌，并且没有相关的管理措
施，电动车即使违规也鲜有人
问津。

四部委联合发文要求，限
期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即
最高时速大于 20 公里、整车重
量大于 40 公斤、电动机功率大
于 240 瓦的电动车，即使起不
到立杆见影的效果，在短期内
也会对厂家、销售商及购买电
动车的市民起到规范作用。

(谢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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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四部委出台管理措施：逐步淘汰在用超标电动车，规范生产和销售环节。这个措施的出

台，可以说是为了保障群众交通安全，规范电动车生产销售的重大举措。可从眼下社会各界的反响
来看，似乎群众并不太领情，争议声此起彼伏；生产商和销售商不知所措，等待观望。

本期锵锵三人行，我们聚焦电动车新规。

有报道称，我省有近 1200 万
辆电动车的保有量，年产 300 多万
辆，年销售 240 万辆，是全国第四
大电动车生产省，电动车的安全
与否，事关重大。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统计，近三年全省非机动车造
成伤亡的交通事故 1195 起，其中
电动车交通事故 749 起，造成 114

人死亡、815 人受伤。电动车引发
的伤亡事故，已成为非机动车事
故的“主角”。

这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让
我们不得不反思：确实到了治理
电动车的时候了。

可是，“最高时速不大于 20

公里，整车重量不大于 40 公斤”

的国标仍是 1999 年制定的，现在
电动自行车技术不断革新，全国
超 90% 的电动车都将成为“超标
电动车”，这一标准恐怕已经难以
执行了。

对此，这几年有关部门也“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一标准
实在可操作性太差了。

还是应该从源头上治理，有
关部门认真调研后制定一个合适
的标准，对生产厂家进行严格监
管，杜绝像“拔掉限速阀，电动车
能跑 30 迈”这样的现象。

只有堵住了生产环节，市民

也就只能买到合乎标准的电动
车，才有可能达到治理效果。

(王传胜)

海言阁

12 岁的电动车“国标”有点老

新规意味着，明年再骑电
动车可能要经过考驾照、上牌、

买保险等一系列手续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前关

于电动车的规定曾引起议论纷

纷，目前电动车已成为多数百

姓的代步工具。现在市场上的
一些电动车，一些大容量的电
池就有 30 多公斤，如果真执行
新政，今年刚刚购买的“超标”

电动车怎么办？

买不起汽车，打车太奢侈，

公共交通又不方便，一旦新政

执行，刚买的电动车被淘汰怎

么办？难道还要再花钱去考驾
照、上牌照甚至像汽车一样去
买保险？

那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老百

姓的收入水平又没有大的提

高，这部分钱怎么出？

再说了，这样的规定是否

有可操作性，电动车的重量怎

样确定？有些市民甚至笑称，到
时候该不会让全城交警堵在各
个路口，带着电子磅，一辆辆逐

个排查吧？

还是希望，出台政策时多

听听公众的声音，考虑公众的
实际需求，不要让这样的电动

车新政成为百姓出行的新负
担。 (杨淑君）

莫让新规成百姓新负担

6 月 1 日，伊利全优

奶粉健康育儿工程在山

东阳谷启动， 40 户贫困

母婴家庭获赠价值 2 万
元的爱心奶粉。

活动中，伊利全优奶

粉育儿专家从营养、喂

养、护理、预防、早教等方

面向城乡广大母婴家庭
传授科学喂养知识，并对

不良喂养现象，给出了正

确指导。伊利全优奶粉企
业负责人介绍，伊利全优

营养配方奶粉从营养学

上依托母婴营养研究中

心，借鉴其科研成果，配

方更科学，更权威。拥有

全优营养系统，针对中国

宝宝肠道系统、智力及体

格发育特点，提供全方位

营养支持。活动现场，伊

利全优向阳谷的 40 余户

贫困母婴家庭捐赠了价

值 2 万元的伊利全优婴

幼儿奶粉。

本次活动中，领到

奶粉的张女士说，他的

孩子才 7 个月大，专家

讲的知识很实用。伊利

全优奶粉将携手妇幼机

构，面向全国 1 5 个省

区， 45 个县， 90 个重

点乡镇，招幕 6750 个妈

妈作为科学喂养知识宣

传志愿者，以课堂的方

式对每一位志愿者进行

系统的全优妈妈培训，

还将适时发布《科学喂

养手册》，指导母婴家

庭科学喂养宝宝的同
时，推动科学喂养专业

知识在城乡的普及。

2 万元爱心奶粉

送 40 户贫困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