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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不是学生的“超车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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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等“网红桥”
晃出人命才叫停

在暑假把孩子送进补习
班来一个“弯道超车”，表面上
看是为了孩子好，实质上是在
绑架孩子的假期，直接剥夺了
他们的自主选择权。

□徐建中

■每日观点

不能让小区民宿
灰色运营

城市盲道防滑系数折射文明指数

航空公司可以“有花样”
不能“玩花样”

天歌 ： 如今 ， 除了机票本
身， 航空公司推出了很多个性化
服务， 坐趟飞机可额外花钱的地
方越来越多。 但选座、 行李托运
等也要额外收费的举措， 则被消
费者吐槽 “为了创收航空公司手
段太 ‘奇葩’”。 我们欢迎和鼓励
国内航空公司在管理和服务上推
陈出新， 不断有 “新花样”， 以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提高自身的
市场竞争力 ， 但是不能 “玩花
样”， 不能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

司马童： 多人站在可以摇晃
的木桥上，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这
样的“网红桥”在短视频平台走红
后，备受景区的青睐，而其背后的
安全隐患却不容忽视。8月5日，来
自陕西延安市洛川县的王女士，
在毗邻的铜川市一景区“网红桥”
游玩时，跌入水中不慎磕破头部。
快乐游玩，安全为先。说句不甚中
听的话，“网红桥” 的危险一幕已
经出现， 千万别等晃出了人命才
去匆匆叫停。

对学生来说， 暑期本应是放
松的时间， 可如今暑期培训班盛
行， 更有家长把暑假看作是 “弯
道超车” 的时机， 导致孩子比平
时上学更忙更累。 上周， 中国青
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 对201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 对于暑期是学生 “弯
道超车” 时机的说法 ， 38.7%的

受访者表示认同 ， 21.8%的受访
者不这样认为 ， 34.0%的受访者
表示说不好。 （8月7日 《中国青
年报》）

暑假已经过半， 对于不少孩
子来说， 暑假却并不完全属于自
己， 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成为
了他们躲不掉的 “任务”。 为了
让孩子考上一个好大学， 很多家
长都认为孩子一刻也不能松懈，
所以一放暑假， 家长们就把孩子
推入到了各种补习班， 在他们看
来 ， 暑假就是孩子的 “超车弯
道 ” ， 只要加一把力 ， 就能在
“弯道” 过去后遥遥领先； 殊不
知， 暑假本属于孩子， 家长应该
把时间交还给他们， 毕竟爱玩是

孩子的天性， 如果强行把孩子逼
进补习班 ， 很可能不但无法超
越， 还可能引起 “弯道翻车”。

在暑假把孩子送进补习班来
一个“弯道超车”，表面上看是为
了孩子好， 实质上是在绑架孩子
的假期， 直接剥夺了他们的自主
选择权。其实，就算家长们的初衷
是好的，但要想孩子发展得更好，
就不能强制孩子， 更不能不考虑
孩子自己的想法。相反，只有在尊
重孩子的前提下， 把假期还给他
们，然后正确引导，方能让他们行
走在正常的成长轨道之上。

事实上， 家长们期望提高孩
子成绩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 但
利用暑假让孩子上培训班显然是

拔苗助长。 暑假本应是孩子们的
天堂 ， 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个
性， 而进入培训班， 其个性无疑
被压制了。 我国的小学教育理念
旨在培养孩子的个性， 以利其全
面发展， 所以教育部门早就三令
五申禁止课外有偿补课， 而所谓
的暑假 “超车弯道”， 无疑就是
一种有偿补课， 无非是补课机构
抓住了家长们 “望子成龙， 望女
成凤” 的迫切心理， 来赚取一笔
培训费， 而最大的受害者， 其实
是孩子。

孩子们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暑
假， 个性的保护和引导就必然受
到影响。 也就是说， 孩子的个性
培养至关重要 ， 把暑假还给孩

子， 才是家长们最应该做的。 比
如国外的一些先进教学理念就很
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本应休息的暑假却要上培训
班， 这已经违背了教育的正常规
律，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
的发展 ， 而不是为了 “超车 ”；
并且在暑假当中， 整天让孩子沉
浸在学习、 培训中往往会引起学
生的厌学情绪 ， 适得其反 。 所
以 ， 不管家长们的用心多么良
苦， 都不应让所谓的培训班绑架
孩子们的暑假， 那根本不是什么
“超车道”， 而是一个扼杀孩子天
性的 “泥泞道”， 让孩子过一个
轻松而快乐的暑假， 远远比把他
们强摁在培训班强多了。

近日，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印发了 《关于集中治理
诚信缺失突出问题 提升全社会
诚信水平的工作方案》， 组织中
央文明委有关成员单位， 针对人
民群众普遍关注的诚信缺失问
题， 针对经济社会领域出现的失
信突出问题， 集中开展19项专项
治理。 （8月6日新华社）

要想杜绝“老赖”有能力执行
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
定的行为，就必须对“老赖”施以
有违必顶格处罚的法律严惩，并
同时进行在贷款、 限制高消费等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
戒。此外，我们还要在执行中不断
创新，比如，多地基层法院充分利
用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优势，对
老赖的手机 “铃音” 进行特别标
记， 向与其有通信联系的人定向
公布， 让其感受到来自熟人社会
的压力，就真正戳到了“老赖”的
痛点，可以“逼迫”他们及早履行
法律义务， 也才能改变过去失信
收益高于守信收益的不正常现
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和“破窗
效应”的出现。

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道防线， 切不可大意失守。 只
有让公民在知法 、 守法的过程
中， 真切感受到法律维护自身利
益的作用， 法治精神才能内化为
人们的行为准则， 才会上升为一
种信仰， 才能在全社会形成诚实
守信的良好风气。

一定意义而言，严惩“失信”
就是呵护诚信。 诚信建设是一个
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尤其是在
诚信缺失、 亟需构建健康有序的
公共信用环境的当下， 更需要每
位公民齐心协力、共同参与，从一
言一行做起。 □祝建波

盲道， 专为盲人设计， 一般
由砖石铺就 ， 起到防滑和 提 示
的 作 用 。 不 过 ， 不 锈 钢 的 盲
道你听说过吗？ 近日， 有市民反
映 ， 成 都 世 纪 城 往 吉 瑞 三 路
方 向 上 的 盲 道 使 用 的 是 金 属
材料 ， 从 上面经过的行人很容
易摔倒， 尤其是在下雨天。 如果
正常人走在上面， 都有滑倒的风
险 ， 盲人怎么敢走 ？ （8月7日
《天府早报》）

这些不锈钢材质的盲道， 看
上去确实比一般的用水泥材料铺
就的盲道更加 “高大上”， 在非
降雨天气里， 使用起来也没有什
么不妥 ， 但是一旦遇到降雨天
气， 就往往变得格外湿滑， 别说

是存在视力障碍的盲人朋友， 就
是普通市民走在上面， 都有被滑
倒在地的风险而只能小心翼翼地
通过。 而如果真的有盲人在盲道
上滑倒， 所造成的后果显然比普
通人更加严重。

很多非盲人的市民， 出于对
盲人群体的关心与呵护， 向媒体
反映了这种金属盲道存在的安全
隐患。 而记者实地检测， 也证明
了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 而是客
观存在的。 当记者把相关问题向
负责盲道设计和建设的公司反映
以后， 得到的答复是盲道具有一
定的防滑摩擦系数， 且符合相应
规范。 问题是， 我们不能只是机
械地关注防滑系数， 是否符合相

应规范， 更应该考虑它的现实应
用性。 如果这种既有防滑摩擦系
数 ， 同时也符合相应规范的盲
道， 确实存在容易导致人滑倒的
问题， 那就应该引起关注， 做出
整改。

而据网友反映 ， 这样的金

属 盲道不止在成都一个城市存
在 ， 而是在国内很多城市都存
在。 可以说， 城市盲道的防滑系
数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文明指数，
人性化指数， 城市有关部门不能
等闲视之。

□苑广阔

代购的漂洋过海来的奢侈品牌， 谁能想到竟是
产自国内不见天日的地下作坊； 包装像模像样， 还
有与正品同步、 标明生产批次的喷码， 谁能想到这
些都是假冒的； 售价200多元的名牌香水， 谁又能
想到其中灌装的竟是成本不足1元的假料。 “即使
海外直邮， 也不一定能保证是正品。” 最近， 江苏
苏州警方破获一起假冒伪劣化妆品案， 撕开了微商
代购化妆品以假乱真的 “冰山一角 ”。 （8月7日
《郑州晚报》） □朱慧卿

陌生人进进出出， 半夜还
能听到各种吵闹声……监管却
面临依据不足、 取证困难。 记
者陆续探访昆明多个小区， 不
少都存在民宿扎堆现象。 有律
师表示， 不能让小区民宿灰色
运营， 亟须将此纳入监管的范
畴， 明确民宿经营者的权利与
义务。 （8月7日 《工人日报》）

此前有媒体报道， 重庆一
个小区 ， 一年涌入 300多家
“网红” 民宿， 对小区居民产
生消极影响。 这次又有媒体曝
光， 昆明多个小区存在民宿扎
堆现象， 不仅合法性存疑， 而
且扰民 。 可见 ， 民宿扎堆小
区， 既是一个法律问题， 也是
一个社会问题。 一方面， 民宿
逐渐向家庭旅馆方向发展， 容
易发生变相逃税、 扰乱市场秩
序的情况； 另一方面， 由于对
小区内民宿现象难以管理， 容
易带来小区安全隐患。

首先必须承认，民宿扎堆
小区，已经背离了旅游部门支
持发展民宿的初衷。 去年，国
家旅游局发布了旅游民宿首
个国家级标准《旅游民宿基本
要求与评价》，其中规定，旅游
民宿是利用当地闲置资源，由
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
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
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对照
此规定，小区中所谓的“网红”民
宿， 实际上只是炒了旅游民宿概
念， 有的甚至是群租房的升级
版。 如有的业主改变房间原有
结构， 原来三室一厅隔出五个
房间和五个卫生间。

换言之， 民宿扎堆小区，
不是便民是扰民， 必须加强管
理规范。 真正的民宿， 需要主
人和客人交流 、 传递生活美
学， 在居民楼内扎堆出现的这
种打着民宿幌子牟利的 “黑旅
店”， 如果不及时加以管理规
范， 不仅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
活， 还可能影响一个城市的旅
游形象。 因此， 对于小区中的
民宿， 既然是违法经营的 “黑
旅店”， 就应该依法取缔， 不
留任何操作空间。 同时， 相关
部门应加快研究出台民宿准入
标准， 依法加强监管， 引导民
宿健康有序发展。 □汪昌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