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海底捞杭州一店面因被相关部门检
查中发现垃圾分类不当， 被要求责令限期整改，
并可能面临垃圾被拒运” 的消息， 引起网友热切
关注， 并上了网络热搜榜。

点评： 这既给相关企业敲响警钟， 也给全社
会上了堂环保课。 垃圾分类， 光靠呼吁不行， 尤
须严格执法倒逼。 而推动人人参与， 避免分类好
的垃圾被混装拉走之尴尬， 离不开一套精细治理
体系。

■本期点评 博雅

近日， 北京三家知名医院的负责人由于号贩
子问题被约谈。 据了解，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开展
扫黑除恶中央督导组督导意见立行立改行动， 制
定了立行立改工作方案。 对整治号贩子乱象不力
的市属三级医院， 年终绩效考核予以降级。

点评： 整治号贩子， 不缺方法缺决心。 将整
治工作与医院考核挂钩， 如此 “紧箍” 势必倒逼
医院加强实名制挂号就诊管理， 对未严格执行实
名制的医生和内外勾结倒号贩号的人员予以处
罚， 斩断号贩子利益链条。

杨松虎和妻子仇正平家住南京尧化新村社
区， 今年是他们结婚第40年。 2004年妻子确诊
为肺癌晚期， 为照顾她， 丈夫辞去工作， 一路陪
护。 15年里妻子共经历一次大型手术、 23次化
疗， 16次放疗。 治疗过程痛苦， 也是因丈夫的
关爱， 妻子才能一次次坚持下来。

点评：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愿他们都能得到
最温柔的对待。

近日， 四川西昌， 警方将一在市场贩卖猫头
鹰的男子控制。 该男子表示， 最近一直有猫头鹰
偷走他家鸭子， 一天晚上甚至吃掉十几只， 他便
用石块将猫头鹰击落。 经批评教育， 该男子对捕
猎猫头鹰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点评： 呵呵， 反正猫头鹰不会讲话， 无法为
自己辩护。 总之， 售卖野生动物要受到法律惩
罚， 还是别和动物计较了。

6月11日， 一张落款山东省广饶县稻庄派出
所的 《证明》 在网络流传。 因包装破损少了一个
芒果， 快递员赔偿一箱后仍遭恶意投诉， 被扣除
工资2000元 。 为求谅解 ， 快递员被逼到下跪 。
民警认为不必摒弃尊严求原谅， 建议圆通速递退
还其被扣工资， 并将投诉者加入黑名单。

点评： 生活不易， 尊严更是昂贵。 做人， 请
保留最基本的善意。 民警的一纸证明， 硬核而有
温度， 洋溢着正义感。

因垃圾分类不到位
杭州海底捞被责令限期整改

男子叫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并称：是猫头鹰先动的手

丈夫辞职陪妻抗癌15年
你是我爱人，我要对你负责

整治号贩子
院方得动真格的

高考刚一结束， 很多常年陪读的家长终于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就意味着家长 “身经百战”
的陪读生涯宣告结束。 而那些还在给孩子陪写作
业、 陪读的家长还时时刻刻处在焦虑中。

这几年有关家长因为陪写孩子作业引发的悲
剧不时地上演， 被很多家长视为最头痛的 “工
程”， 被很多人称为世纪难题。 而很多被陪写的
孩子并不领情， 很多学生认为， 家长不陪写作业
是自己尊敬的父母， 而当陪写作业时就变得不那
么可亲了， 成为了自己不愿意搭理的人。

前不久 《中国青年报》 就曾报道， 江苏常州
一对小夫妻因为陪孩子写作业发生分歧， 最后双
方竟大打出手， 妻子被丈夫一脚脾脏踢破， 需手
术切除。 经法医鉴定， 属重伤二级。 由此丈夫也
将面临法律的惩处。 由此可见， 陪写作业， 弄不
好还有生命危险。

其实， 这些因为陪写作业导致的家庭风波是
数不胜数。 而且还会以各种形式继续上演。 我遇
到的很多熟人和亲朋好友都对陪写作业表示了极
大的无奈。 有人告诉我， 每天要陪孩子写作业到
晚上11点。 孩子写作业， 家长在旁边默默地助
威。 遇到不明白的问题， 还要去帮助解答。 面对
子女的学业一天比一天难， 很多家长由于无法解
答， 只能选择让子女上课外补习班， 由此又加大
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那么， 不陪写作业又如何呢？ 其实这也分具
体情况。 有的孩子天生聪明，上课吸收知识快，回
家很快就写完作业。 因此， 这就不需要家长陪写
作业。 有的孩子上课走神， 没有听懂， 于是把没
有弄懂的知识带回家， 家长需要在陪写作业过程
中，提供后援。 当然，绝大多数家长是因为内心一
种深深的教育焦虑， 怕不陪写作业而影响了孩子
的进步。 其实，也是内心焦虑后的一个自我暗示。

对陪写作业， 老师们当然是欢迎的， 至少说
明家长对教育的重视。 但是， 也别忘记了， 作为
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家长， 本身每天也有大量的工
作要做， 等到忙完晚餐后， 早已经筋疲力尽。 再
坐到那里陪写作业， 无疑是心力交瘁， 所以才有
去年一位家长因为陪写作业而导致脑梗的新闻事
件。

既然陪写作业成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觉
得教育主管机构在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
题时， 也应考虑给家长减负： 一般不主张家长陪
写作业， 如果有特别需要陪写的， 学校应当会同
家长商量， 看陪写作业到什么程度、 陪写多长时
间等。 老师还是应当强调学生写作业应当独立完
成， 尽量不要让家长陪写， 由此也从小养成独立
写作业的习惯。 因为独立写作业不但仅仅是写作
业问题， 还能锻炼一个人的生活上、 人格上的独
立性， 为今后走入社会奠定基础。

减少家长陪写作业， 不但会减少家长的教育
焦虑， 还会缓解家校矛盾， 培养中小学生健康的
人格和学习上的自觉性、 独立性， 因为放手比一
味呵护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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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评论】 【图闻点评】

减轻家长焦虑
从减少陪写作业入手

女快递员遭恶意投诉下跪
民警：不必摒弃尊严求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