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书“代代相传”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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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话题

我来抛砖

@拎着饭盒的忍者：听说烟台公交公司要换新型公
交车，心里一阵激动。换车不仅给乘车市民带来方便，也
间接提升烟台形象。更换车辆是好事，要想把事真正做
好，恐怕不是换车那么简单。提高公交司机待遇，提高司
机素质，才是提高公交形象的核心。

高空乱扔垃圾者请住手

我有话说

毛旭松

烟台中小学迎来一场“课本
革命”，音乐、美术等科目实行免
费课本循环使用制度，也就是
说，这些由铜版纸印制的新课本
由学生在本学期使用，学期结束
后归还学校，供下一级学生使
用。(本报今日C07版报道)

我想很多人上学时尤其是
中小学都曾有这个感受，那就是
开学伊始盼望着新课本赶紧发
下来，小心翼翼地背回家装上封
皮。一个学期下来，书本其实都
还挺新，最终只能装进麻袋送到
了废品收购站。到了大学时更是
如此，很多课本甚至连翻都没
翻，崭新的课本就当成了废纸给
卖了。

关于教科书循环利用曾经
在人大常委会上进行过专门审
议，并最终由教育部研究，规定
国家鼓励教科书循环使用。由于
缺乏具体的鼓励措施，导致这个
规定流于形式，极少有中小学实
现课本循环利用。显然，烟台的
课本循环利用已然走在了全国
前列，很值得称赞。

教科书循环利用的好处不
言而喻，既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
负担，培养学生从小养成节俭的
习惯，又能够保护环境和节约资
源。但为什么这么利好的政策无
法顺利推行呢？诚如曾大力呼吁
教科书循环利用的学者葛剑雄
所说，教科书的背后有着复杂的
利益链条。河南小学教师王文胜
为了推广教科书循环利用，8年

来耗资数万，负债累累，足迹遍
布14个省，进行200多场演讲。尽
管他竭力呼喊，但收效甚微，只
能孤独地行走在“环保中国”的
边缘。

写教科书的、卖教科书的、
用教科书的有关部门，往往形
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谁愿意为
了实现教科书循环利用而把自
己的财路断了呢？另外还有一
个原因就是，有些学生家长可
能不在乎金钱，宁愿购买新书
也不愿意孩子用别人已经用过
的旧书。

不破不立，烟台市教育部门
没有因为一些小利小惠就停滞
了教科书循环利用的脚步，而是
顺势而为，积极推动“课本革
命”。教科书循环利用无疑是教

育系统具有指向标性质的大事，
检验教育部门对教育内涵的理
解，考验着学校的教育水平、学
校管理者的领导智慧。

长远眼光来看，教科书循环
利用是大势所趋，已经不是应不
应该做、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
应该思考，如何通过有效的引导
和推动，使得课本循环能够真正
成为教育常态，最终形成良性制
度。教科书循环利用早一天实
现，就可以少砍许多大树，就可
以在老师和孩子心中播下环保
与节约的种子。

希望这次烟台教育部门牵
头的教科书循环利用能够顺利
推进，让教科书“代代相传”的这
把圣火能够推而广之。倘如此，
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

对一个成功的人来说，其实
顽强比坚强更重要。“坚”的意思
是摧不垮的，但顽强，除了硬度
这一条，还特别强调了千百次的
概念。“顽”是什么意思？冥顽不
化啊。相信自己，决不改变。

——— 毕淑敏(作家)

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
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
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
感唤醒。唤醒，是种教育手段。父
母和教师不要总是叮咛、检查、
监督、审查他们。孩子们一旦得
到更多的信任和期待，内在动力
就会被激发，会更聪明、能干、有
悟性。

——— 鲁国平(媒体人)

新闻：记者跟随北京市医管
局局长封国生“暗访”同仁医院。
在现场，封国生试挂“热门”眼科
号，排了一钟头终于到达窗口，
被告知上午的眼科号全部售罄。
针对体验发现的挂号时间长、分
次交费等问题，封国生局长称，
将向医院进行通报，请医院研究
作出整改。(新华网)

点评：这样的暗访可以有，
而且可以再多些。

新闻：近日，有网民发帖称，
湘潭市中心医院近期连续发生3

起医务人员被打事件。网帖称，8

月17日医生被殴打事件的行凶
者叫曾桥朱，是湘潭市某副市长
专职司机，在其小孩住院期间，
多次以“市长熟人”身份刁难医
护人员，态度极其恶劣。(京华时
报)

点评：这就是狐假虎威，不
过从侧面证明，官员在百姓面前
确实有官威。

新闻：“逆天”的高温持续了
一个多月，各地盼雨盼到心都碎
了，“求雨”活动也随之风起云
涌……拜龙王？你out了！台湾歌
手萧敬腾才是人民心目中的好

“雨神”，据传他各地出席活动时
遇雨概率高达83 . 3%！“雨神”真
的这么神吗？中国气象局的官网
中国天气网正儿八经统计了一
次，发现“雨神”的43天出行中，
共有26天遇到了降雨，占总数的
60 . 46%。(武汉晨报)

点评：再开演唱会可以考虑
翻唱张宇的《雨一直下》。

新闻：7月底，江苏徐州城里
来了两个特殊的游客。一个头发
花白的妇女吃力地脚蹬着一辆
三轮车，车里躺着一个畸形的年
轻人。在此后的半个月，他们吃
最简陋的食品，住最便宜的小旅
馆，游遍了徐州的大大小小景
点。他们来自安徽萧县，是一对
母子。(市场星报)

点评：有爱就有阳光！

任平生(芝罘区)

上周末，单元楼下敲敲打
打，趴到窗户一看，原来是旁
边单元楼喜事临门，鼓乐齐
鸣，好不热闹。正凑在窗前往
楼下观望呢，突然，楼上不知
哪家泼下一盆水，反弹到窗
台，溅了我一身，真让人窝火。

楼上乱扔东西真不是一
回两回了，有时候吃着饭，就
看见窗外飘下些垃圾袋啥的。
在楼栋内，也曾有邻居贴出告
示，对乱扔垃圾者好言相劝。
结果人家愣装作没看见，依
旧我行我素。每天进进出出
电梯，几乎跟每层楼的住户
都打过照面，虽然不熟知对
方姓名，但从穿着打扮来看，

都是挺有素质的居民。没想到
竟然乱扔垃圾，丢掉的可是文
明形象。

真不明白，把家里垃圾归
拢到垃圾袋，下楼时捎下来
有多么困难。从楼上扔下垃
圾，确实很方便、很省事，但
省了一个人的事，却麻烦了
多数人，甚至会伤害他人。要
知道，经常有些老人带着孩
子在楼底下玩耍，万一真要砸
中，整出点好歹来，那可真就
麻烦了。

小区是我们居民赖以生
存的环境，小区环境的好坏承
受者都是我们自己。物业鼓吹
文明小区是纸上谈兵，居民严
于律己才是落到实处。那么，
亲爱的邻居们，可不可以为小

区的干净整洁做点贡献呢？
乱扔垃圾，虽是一个小

节，但是反映出人的公共卫
生习惯和文明素质，也反映
出 公 德 水 平 和 环 境 保 护 意
识，这个事情千万不可小视
和敷衍。勿以恶小而为之，勿
以善小而不为。对于不乱扔
垃圾这样的本来应该随时做
到做好的小事情，一定要自
觉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并时刻做好。

最近烟台正在创城进行
时，不少机关干部和群众，走
上街头打扫卫生。其实，城市
文明水平全在于咱们市民的
日常点滴，只要人人都能够自
觉讲究卫生，提高素质，我们
的生活岂不是更美好吗？

@我爱秋风：好司机更
能代表烟台形象。

@温暖：现在大部分人
看见老人孩子都不让座了，
提高乘车市民的素质也很重
要。

@玮：有时候跟公交司
机打听路，问好几遍都没人
搭理，要是外地口音的，人家
更不回答你。

@雨欣的小窝：今早上
班坐公交，按门铃提示要下
车，到站点了没有停车。我就
又按门铃，可那司机还来劲

了，开得更快了，我只能在下
一站点下车。

@卜寂寞：我见过有些
公交司机看到老头老太在等
车，直接不停车从他们身边
驶过。

@沐浴幸福阳光：坐了
几趟新换的车，感觉车内空
间比以前小了，另外窗户也
小了，通风不是很好。

@alanfeng3121：都换位
思考一下就好了，烟台公交
司机很辛苦的。车上又没有
空调，冬冷夏热，而且烟台人

性格都比较急性子、直肠子，
沟通也往往没有好声好气
的，总之都彼此理解一下吧。

@guopiyi815652：烟台正
在创城活动中，烟台的公交
司机也要跟上创城的步伐，
提高素质势在必行。

@钱途无亮：据我所知，
好多问路的不被搭理，最主
要的原因是他们连个称呼都
没有，或者是喊“司机”怎么
这么着。碰到这种乘客，基本
上是没有人回答他们的。

来源：烟台论坛

露天婚礼值得称赞

刘学光(莱山区)

齐鲁晚报报道的《露天烧烤摊
见证浪漫婚礼》的新闻，我是目睹
者，晚上10点结束的婚礼，不曾想
刚过了几个钟头，眨眼间就上报纸
了，感觉太快了。被记者敬业勤恳
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打动，就像喝了
一杯新鲜的早餐奶，太爽了！

这种露天的婚礼，的确让人耳
目一新，特别是在夏夜，不但给人
们创造了一处消闲纳凉的好去处，
让人们得到娱乐，更是体现了厉行
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良好风
气。

拒绝大摆筵席，仅以烧烤摊的
形式来宴请宾朋，真是让人称道！
据记者调查，烟台当前婚宴的标准
逐年提高，少则每桌1680元，多则
两三千元，并且越演越烈。互攀互
比不断升级，让当事人苦不堪言。
好面子，摆阔气的虚荣心，使举办
者不甘落后，因而导致婚宴奢侈之
风水涨船高，一浪高似一浪，令人
有苦难言。

如果结婚都来举行这种简易
的露天婚礼，不但节省了不少开
支，而且也很风光，给大家带来快
乐，真是幸福自己，快乐他人，何乐
而不为呢？

多么盼望这种简朴新颖、新潮
浪漫、文明节俭的婚礼在港城似雨
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使那些让人苦
不堪言、奢侈浪费的陈规陋习消失
在人们记忆中。

穿泳衣上街不雅观

鲁从娟(芝罘区)

上周日，我们一家去烟台山医
院看望病号，刚走到医院门口，看
到有个姑娘，大约二十多岁的年
纪，穿着色彩鲜亮的泳衣，肩上裹
着一块玫红色的大纱巾，胳膊上挎
着一个包，大摇大摆地走着，惹得
行人纷纷对她行注目礼。连女儿也
悄悄对我说：“妈妈，那个姐姐怎么
穿得这么少，真不害羞。”面对女
儿，我一时竟无言以对。继而婉转
地对女儿说：“姐姐这是刚刚洗完
海澡，没来得及换衣服呢。”先生则
把脸扭到一边，目不斜视地往前
走，看样子他很尴尬。过后他对朋
友说：“遇到这场面，真不敢抬头，
你说一个大姑娘家的，也不知道含
蓄一点。”

“穿衣带帽，各有所好”，怎么
着装是每个人的自由，别人无权干
涉。可我觉得泳衣再漂亮，体型再
完美，穿着泳衣在大街上招摇过
市，露胳膊露腿的，还是有些不适
时宜。总觉得那样太不雅观，太不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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