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全
社会的关心支持和法治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以法治
考”、“以法护考”， 用法治力
量肃清违法干扰、 维护高考
秩序、做好各项保障，一定能
为广大考生提供一个安全 、
安心、纯净的考试环境。

史洪举： 作为 “网红零食”，
辣条可以说是很多年轻人尤其是
学生一族的最爱。 但由于制作生
产门槛低、售价低等原因，辣条的
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严重侵
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甚至危及
其身心健康。 减少问题辣条的危
害性，首先要举起问责之剑，严肃
惩戒违规企业。 其次应对问题辣
条的重灾区严格监管， 从校园周
边的小商店抓起， 既要收缴那些
不合格辣条，又要启动责任倒查。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补脑”

□徐建辉

法治护航让高考更平安更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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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该向“撕书式告别”告别了

■每日观点

治闯红灯
信用惩戒应跟上

桑胜高： 日前， 家住杭州城
北的高女士无奈拨打了报警电
话。她报警的理由，是自己实在阻
止不了老母亲买保健品， 只得请
民警出马。直到民警上门，这位老
母亲嘴里一直还在说 “你们都不
盼我好，你们才是骗人的……”对
“老年人痴迷保健品”的怪状就不
能袖手旁观。 一方面，工商、食药
监等部门应加强对保健品市场的
监督监管； 另一方面， 子女应积
极关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辣条食安问题
不容忽视

老人痴迷保健品
需引起重视

■世象漫说

让更多立交桥指示牌精炼清晰直观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关于高
考期间保健食品的消费提示指出， 我国从未批准
过任何 “补脑” 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市面上所
谓声称 “补脑” 功能的保健食品存在误导消费者
的行为。 （６月５日新华网） □朱慧卿

上周，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10人进行
的调查显示， 48.6%的受访者认
为 此 举 可 以 有 效 减 少 闯 红 灯
行为 ， 15.9%的受访者认为不
能， 35.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
62.8%受访者认为应加大对闯红
灯行为的处罚。 （6月6日 《中国
青年报》）

行人闯红灯行为之所以难以
根治， 一方面在于行人对自身闯
红灯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不够， 不
少人认为这只是不文明行为， 属
于道德范畴， 殊不知， 我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38条明确规定， 行
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 。 否
则， 就可按该法第89条规定 “处
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
款”。 另一方面， 在执法实践中，
对行人闯红灯处罚执行存在一定
的困难， 往往以警告居多， 难以
有效震慑闯红灯者， 这也是各地
争相创新治理闯红灯行为方式的
主要原因。

“宁停三分， 不抢一秒”， 可
行人闯红灯就是等不了那几秒。
这种认识上的不足以及执法上的
困境， 需要提高行为人闯红灯所
面临的责任处罚来破局。 在现有
条件下， 将之纳入信用惩戒确有
必要。

当然 ， 实现信用惩治闯红
灯， 也要设定科学的录入和退出
条件， 而并非只要有闯红灯行为
就必然采取信用惩戒措施， 也不
能只要被录入就无限期受到惩
处。 在何种情形下， 闯红灯者才
被纳入信用惩戒范畴， 应当其闯
红灯的次数和所造成的后果两方
面来综合考量， 如果行为人有多
次闯红灯行为的记录， 那对其实
施信用惩戒无可厚非， 同时， 行
为人闯红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的， 即使只有一次， 也应当纳入
信用惩戒。 此外， 被纳入信用惩
戒的行为人， 如果在一定期限内
再无闯红灯违法行为的， 可以申
请取消对其信用惩戒； 如果在信
用惩戒期间内再次闯红灯的， 应
当在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的同时 ，
延长其信用惩戒的期限 。 只有
让闯红灯者面临失信惩戒的可
能， 其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严重性
才会有足够的重视， 从而提高认
识， 真正遵循 “红灯停” 的交通
规则。 □许辉

高考前夕， 公安部和教育部
近日多次召开专门会议 ， 部署
2017年高考安全保卫工作， 要求
各地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密切配
合 ， 集中开展打击组织考试作
弊、 打击销售作弊器材、 打击替

考作弊和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多
个专项行动， 对涉考犯罪活动，
坚决一查到底， 严厉打击。 （6
月6日 《人民日报》）

六月高考， 举国关注。 如何
保证每年的高考平安顺利、 公平
公正 ， 也就成了万千考生 、 家
长， 教育、 公安等相关部门乃至
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

人们看到， 眼下各地各方都
已行动起来， 为高考顺利举行积
极谋划、 筹备和奔忙。 相关部门
制定了详细的保障方案、 公益爱
心送考车队再次准备出发、 校园
考点周边的工地也开始控制施工
时间和噪音， 就连各商家也开始
围绕高考做起了文章 ， 推出了

“高考房”、 “高考套餐” 等特色
服务……几乎全社会都在为高考
让路。 尽管其中有些做法看起来
并无几分必要 ， 甚至有过犹不
及、 哗众取宠之嫌， 但是它确实
反映出高考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
位， 以及各方对高考圆满成功的
强烈期盼。

毫无疑问， 平安公正高考需
要法治保驾护航。 对此， 公安机
关表示， 将和教育部门将继续对
涉考犯罪活动保持高压打击态
势， 对涉考犯罪嫌疑人依照刑法
修正案 （九 ） 有关规定严肃处
理， 依法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
刑事责任。 目前， 围绕2017年高
考安保， 全国警方已迅速展开行

动， 积极组织交通、 治安保障工
作 、 重拳打击涉考违法犯罪 。
近 日 ， 重 庆 警 方 打 掉 了 一 个
利用手机APP软件组织考生作弊
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 广东
警方侦破了一个利用虚假网站针
对考生实施诈骗的罪犯团伙， 抓
捕犯罪嫌疑人21名， 查处涉案网
站87个 ， 获取诈骗受害人信息
8000余条。

据悉， 交警部门也将在严格
规范执法的同时， 通过开辟绿色
通道、 设立护考小分队等方式，
为运送考卷、 接送考生车辆提供
通行便利， 为考生提供各项应急
救助服务。 对涉考车辆发生的轻
微交通违法和事故 ， 也会按照

“先考试后处理” 的原则取证后
先予放行， 事后再妥善处理。

当然， 作为考生和家长， 此
时也要自觉遵纪守法， 在保护好
自己的同时， 远离作弊等违法企
图， 更不该以 “减压”、 “庆功”
为由肆意放纵、 违法乱纪， 甚至
害人害己。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全社会
的关心支持和法治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 通过 “以法治考”、 “以
法护考”， 用法治力量肃清违法
干扰、 维护高考秩序、 做好各项
保障， 一定能为广大考生提供一
个安全 、 安心 、 纯净的考试环
境， 一定能实现平安、 文明、 有
序和公平高考。

“还有几天， 我们就要离开
学校了， 同学们压抑很久的情绪
通过撕书来宣泄， 这样的方式确
实给你们带来了许多麻烦， 还请
你多一份谅解和包容。 我也真诚
地代表同学向你和其他叔叔阿姨
说一声： 对不起， 谢谢你们！” 连
日来， 南充一位即将高中毕业的女
生写给保洁员的一封信在多地教育
界热传， 许多教师家长纷纷为其
点赞。 （6月6日 《成都商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把
自己的课本、试卷、学习资料等等
撕得粉碎，然后从楼上抛洒出去，
成为中学乃至大学毕业生的一种

告别方式。宽容点看，承受着高强
度学习压力的高三学子， 即将结
束高中阶段的学习， 长期以来的
心理压力、 压抑情绪确实需要一
个渠道来宣泄，于是“撕书”就成
为这种方式， 也成为他们向自己
母校告别的方式。但是很显然，这
不是一种文明、理性的告别方式。

一则， 纸屑满天飞， 既破坏
了校园的环境卫生， 还大大加重
了保洁人员的劳动负担， 这样的
“毕业礼物”， 学校和老师肯定不
欢迎。 二则， 有些学生在亢奋的
情绪之下， 不仅仅是撕书， 而且
还从楼上往楼下扔书、 扔各种东

西， 一旦砸到楼下其他师生的头
上，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说，我们是该向“撕书式
告别”告别了，因为同样是告别，
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更为文明 、理
性的方式。即便你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安安静静地离开， 那也是对
母校的一种爱。 作为这名高三女
生，她凭借一己之力无法阻止“撕
书式告别”，但是这封引发热议的
信， 却是对高三毕业生， 也是对
学校的老师 、 管理者的一种提
醒 。 作为高三毕业生 ， 应该以
“文明的告别”作为自己在学校的
“最后一课”。 □苑广阔

6月4日夜间开始， 交管部门
调换了西直门桥附近32套交通标
识引导牌。 撤除了之前容易误导
驾驶员的交通指示牌， 优化、 调
整了交通标识位置， 完善了交通
标识方向信息， 并首次为西直门
二层桥区各盘桥方向设置三级预
告标识， 对盘桥信息进行指引。
交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今后司
机再走西直门桥时， 就会有更加
明确清晰的引导牌指示， 避免司
机因迷路导致的盘桥和绕路 。
（6月6日 《北京青年报》）

我想， 当一些司机， 特别是
外地司机和新司机以及不经常进
入市区的郊区司机看到这个消息
时， 一定会感到特别的兴奋。 也
许他们或有过在西直门立交桥迷
路的痛苦经历， 或者听说过许多

有关西直门立交桥的 “段子” 而
不敢走这座立交桥， 选择绕路行
驶。 但从今以后， 他们就可以大
胆地开车通过此桥。 因为， 交管
部门通过优化32套交通标志的指
引信息， 帮司机解开难绕的 “中
国结”。 一是设立了 “三级预告
标志”。 形成拐点预告、 拐点指
示、 拐点确认。 清晰明确， 对司
机进行明确指导。 二是精简了指
示牌引导信息。 改变了过去指示
牌上同时出现多个地名， 信息量
太大的弊端。 地名太多， 让人眼
花缭乱， 一错神儿， 就走错了。
三 是 撤 除 了 一 些 桥 上 容 易 误
导 司 机的指示牌 ， 取消了二层
盘桥各方向去往西二环方向的
指 示 信 息 。 同时 ， 帮助司机或
提前绕行， 或者快速通过桥区后

再绕行。
如此看来， 立交桥的拥堵和

桥区道路指示牌的设置有密切的
关系 。 指示牌设置的科学 、 清
晰、 明确、 直观， 就会让司机快
速通过 。 反之 ， 就会使司机迷
路， 来回在桥区 “转磨”， 造成

滞留拥堵。 建议有关部门能够通
过西直门立交桥指示系统的改
造 ， 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来， 结合北京市现有比较难走的
立交桥， 逐一进行改造， 优化引
导标识， 减少拥堵。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