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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别急，成长不能拔苗助长

头条评论

名嘴说事

嬉笑怒骂

一家之言

刘清源

别人家的孩子都在上辅导
班，咱的孩子不能落下了；别人
家的孩子考得好了，咱的孩子
不能差了；别人家的孩子上好
学校了，咱的孩子也必须得考
上。身为父母，总是为孩子想的
最多，总想孩子少吃些苦头，总
想孩子更优秀，其实，成长这门

课是最公平的，世上哪有多走
的弯路。

烟台十中的学生孙小倩今
年是芝罘区的中考状元(详见本
报6月30日C07报道)，同时她还是
一位拥有着美好品质和广泛爱
好的好学生。在高考制度下，分
数仍然是一个平凡学生是否能
够进入高级学府的基本评判标
准。并非提倡高分，但很难说一
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是优秀的。孩
子从出生，家长、政府都耗费了
巨大的财力支持，希望他们可以
成才。

而成才的基础是先成人。
每个孩子生来都是一样的，同
样的白纸一张，只是生活环境
给了他不同的色彩，才有了后
来的各不相同。我赞成孙小倩
家长的教育方式，不是最看重
分数，而是从小就先学会好的
生活习惯。好习惯的培养绝对
是需要以身作则的，父母就是
孩子的镜子，他会照着学。所
以，家长看书，孩子会学习；家
长晚上都安静地过家庭生活，
孩 子 也 会 安 心 地 做 应 该 做 的
事。如果，家长都没有做到位，

如何要求孩子做到？
成长，大概是最不能速成的

一件事。根基不牢，再高的树苗
也不会成栋梁。在孩子年纪还小
的时候，教会他做人的道理，养
成好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根基。
根基稳了，孩子自己就会寻找去
努力向上的方法，这样的成长才
更有持续力。优秀的孩子，就应
该是什么都优秀，他懂得了取得
成功的万能钥匙，而这些都是我
们常见的道理，努力、正直、担
当、善良等。

真的希望，家长们不要太

着急了。幼儿园就是学会在群
体中生活，知道协作和拥有童
真，不需要学习小学生的知识，
小学、初中、高中也都做好本学
段的本份就好。如果，幼儿园学
了小学，小学学初中，初中学高
中，依此类推，孩子只会觉得原
来课堂的知识都会了，不好好
上课，以后的发展必然是越来
越退步了。

孩子是父母最重要的作品，
请冷静地给他合理的成长方式，
不要太着急，不要拔苗助长伤了
孩子。

资源共享是解决健身场所稀缺的关键
毛旭松

好好的幸福五村篮球场
最近似乎成了免费停车的好
去处，车辆在休闲健身的人群
中来来往往，存在着不小的安
全隐患。原本供居民休闲的场
所竟出现了人车共舞的危险
局面，套句大家都熟悉的话，
人民日益增长的健身娱乐的
需求跟落后稀少的场所的矛
盾是当前城市休闲的主要矛
盾。

楼层越来越高，单位面积
承载了更多的居民，可休闲场
所并没有明显增加。很多小区

仅有楼下一点点面积供人休
闲，时常看见孩子们在停泊的
车辆间穿梭玩耍。如今，关于
广场舞的争论甚嚣尘上，说白
了，稀缺的健身环境成为广场
舞扰民的根源，没有宽敞的场
所，大爷大妈们只好因地制宜
了。

有人说了，小区场所寸土
寸金，如何才能开发新的休闲
场地呢？最为关键的是让闲置
的场地活用起来，让需要锻炼
的人找到地方。比如说，小区
附近会有学校和企事业单位
的体育场地和设施，一般情况
下，这些场地根本就不对外开

放。上班上学时封闭，下班放
学后是不是可以考虑对居民
开放呢?不开放的原因很大程
度上是源于对风险的顾虑，很
多单位平时有门卫值班，配备
好管理人员，加强对体育健身
活动的日常管理是可以避免
这些问题的。另外，街道办、
社区居委会也要发挥带头作
用，可以组建各个项目的健身
俱乐部，时常组织健身活动，
吸引辖区居民踊跃参与。只要
开动脑筋，挖掘潜在资源，看
似不可解的难题总有解决之
道。

我们不是缺体育场馆而是

缺乏有效利用，有些时候建设
体育场馆首要目标不是要满足
居民的日常需求，而是要建成
设施最先进、装修最漂亮的场
所，结果场地远离居民区，成了
中看不中用的花瓶。老百姓健
身场地并不需要多么先进，只
要能够达到健身的目的即可。
在体育设施建设方面，希望政
府部门能够少些面子工程，多
些实际考量。

总之，资源共享是解决健
身场所稀少的关键，如何实现
共享可以通过试点的方式推
进，最终的目的是惠及民众，实
现共赢。

总人口中老人比重增加，如
果经济结构无法调整提升效率，
未来多数老年人口无法体面养
老，而中高收入群体将一生积蓄
用于养老。与农业时代多数老人
没有财富靠家庭养老不同，这一
辈老人拥有资产与积蓄，但他们
的积蓄将如同冰山在艳阳下融
化，未来涉及养老的一切服务都
将处于上涨通道，从护工、老年医
院到养老公寓。

——— 叶檀(财经评论员)

通过传宗接代，个体有限的
生命融入到子子孙孙向下传递的
无限事业中，产生永恒意义。农民
这种传统价值与现代社会中个人
奋斗、自我实现的价值并不相容，
正被作为愚昧落后观念被遗弃。
旧的安身立命的价值失去了，新
的现代价值未确立，构成生命意
义和终极关怀的价值缺位，农民
难以完成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之
间的转换。

——— 贺雪峰(学者)

新闻：总投资87亿元、穿越晋
西黄土高原和吕梁山山地的太原
至兴县铁路 (简称太兴铁路 )工
程，平均每公里需要建设六个涵
洞，涵洞的关键部位台背本应采
用优良材料填筑，却被大量就地
取材的黄土所替代。根据施工者
的实名举报，经记者调查发现，这
条正在建设的铁路潜藏的质量问
题令人惊心，连施工者都直言“常
被噩梦惊醒”。(经济参考报)

点评：监管部门眼睛应该有，
为什么瞎了？

新闻：人活九十岁，是一件值
得别人羡慕的事情，可是6月29

日，陕西省乾县的一位马上九十
岁的老人杨满胜却选择用绳子结
束了自己的一生。老人所在的城
关镇丈八头村村民称：“三个儿没
人要老汉住么。三个儿子(房子)

都盖得好得很。”(西部网)

点评：耄耋之年自杀是谁之过。

吕富苓(莱州市)

莱州市去年新建立了“福利
中心”，有老年公寓和老年大学两
大部分。老年大学设有书法班、微
机班、电子琴班、养生班、摄影班
等，向社会老年人开放招生。

自去年9月开学以来，学员
学习情绪高涨。拿我们微机三个
班来说，30个周的学习，现在在
网上查阅材料、网友聊天、下载
和转发文件、编辑文件、发送文
件和图片都已掌握。我们真感谢
政府对老年人的投资，那么现代
化的大学，那么高科技的教学设
备，没想到，老了，还能上大学！
先给政府和老年大学点个赞！

再给老师点个赞！那些年轻
帅气的老师，根据老年学员的特
点编写教材，实用而简洁，课堂
上，认真热情，诲人不倦，感动得
老同志更加努力学习，要对得起
老师。

老年学员在课堂上互相帮
助，互相鼓励，共同进步，不仅学
习了知识，还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

我们老年人给老年大学点
个大大的“赞”！

赵传勇(福山区)

自6月25日起至7月10日，
市交警一大队在市区范围内
开展大货车交通违法行为专
项整治活动，启用电子眼全天
候抓拍，以期让抱有侥幸心理
的大货车司机的交通违法行
为无所遁形，从而增强大货车
司机的法律意识。

市民对大货车的诟病由
来已久，大货车在郊区的道路
上随处可见，而在闹市区更多
还是夜间行驶，扮演了“扰民”
角色，单从震耳的轰鸣声就可
令人做出判断，这也是最令市
民头痛的问题。大货车堪称道
路上的“巨无霸”，无车敢当其
锋，无人敢当其锐，远远地看
到大货车来了，第一反应是：
车见车闪，人见人躲。而大货

车一走一过的场面也堪称壮
观：几乎是一场小型的“飞沙
走石”，疾驰而来，呼啸而去，
只留下无尽的尘烟，然而看似
潇洒的背后，却留下一地的隐
忧：平整的路面有了“伤疤”，
显得相当醒目；整洁的路面有
了些许“零碎”，看着是那么的
不协调；发出的噪音污染也毫
不逊色，在原本平和的城市里
是那么的刺耳；刮起的尘沙让
清新的空气中多了些许杂质。
让人不禁感叹：车本好车，奈
何违法？超载又超速，有的甚
至在夜幕的掩护下，屡闯禁
区，但要记得一句话：若要人
不知，除非己莫为，虽然夜间
警力有限，但电子眼可不分昼
夜，何况内心时刻高度紧张，
更易发生事故，所以与其提心
吊胆地违规上路，莫若安全加

身的依法通行。
市区有诸多的针对大货

车的禁行标志，限高限速标识
也醒目可见，但许多司机却和
交警玩起了太极，玩起了游
击：白天不敢明目张胆地上
路，晚上却招摇过市，虽然晚
上车少人稀，并不影响交通通
行，但却对市民的休息产生了
不良的影响。

靠电子眼抓拍纵然能起
到震慑的作用，但我觉得最重
要的还是让货运方和司机从
根本上转变思想观念。因为车
是死的，人是活的，方向盘掌
握在手中的同时，心里更要铭
记：出行安全第一，赚钱兼顾
法规，人车才能和谐，只要人
人谨记：侥幸心里不可有，法
律意识不可无，只要做到了，
一切皆有可能。

给老年大学点个赞

我有话说

侥幸心理不可有，法律意识不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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