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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交警针对“三
小车辆”违法上路的种种乱
象，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对非法
电动三轮车、四轮车的集中整
治。对擅自驾驶此类车辆违法
上路者，将视情节轻重依法给
予200至2000元罚款、15日以下
行政拘留的处罚。

所谓“三小车辆”，是三类
非法电动车辆的简称。在这些
非法车辆之中，有时常出没于
景区和繁华商圈的载客用电
动三轮车，有俗称老年代步车
的自用无牌简易四轮电动车，有
悬挂着外地绿色电动车牌的电
动轿车。它们之间虽有明显差
别，但也有着同样明显的“共
性”。按照我国现有交通法规，这
些车辆大多不符合办理机动车
辆注册登记的相关要求，不能办
理牌证，不能上路行驶，也不能
购买交强险及其他种类的机动
车商业险。这些车辆也许可以在
某个有限的区域内活动，一经进

入公共空间上路行驶，就已处于
违法境地，成为法律法规治理的
对象。

与此同时，这些车辆违法
上路后也常常有惊人相似的
表现。在某种意义上，违法的

“身份”成了这些车辆任性的
“资本”。不考驾照、不注册登
记，上路之后便少有顾忌任意
而行，随意抢道、并线、逆行、
闯红灯乃至上高速之类的违
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成
为一种常态。这种乱象严重干
扰了城市交通秩序不说，数量
惊人、后果严重的交通事故也
由此而发——— 鉴于这些车辆
没有购买保险，事故受害人的
权益也难以得到相应的保障。
集中对这些违法车辆进行整
治早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些年，各地一直没有停
止这方面的探索。但总体而
言，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往往
集中整治之后，相关违法乱象

会有所收敛，可一段时间之
后，违法车辆会卷土重来。甚
至，就算是在整治期间，有些
违法电动车驾驶者也会利用
交警执法的“时间差”，跟警察
玩起猫鼠游戏。

违法电动车久治不愈的
原因有许多。比如，电动三轮
车、四轮车的廉价、便捷等优
势，满足了不少人的日常出行
需求，客观上激发并强化了不
少人生产、销售、使用这类车
辆的冲动。又如，违规上路者
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
人，年老体弱等因素往往也会
增加管理的难度。再如，交管
部门的整治行动属于末端治
理，如果不在生产、销售等上
游环节同时发力，治理的力度
与彻底性就会大打折扣，最终
导致治标难治本。

诸如此类的问题，相关各
界已多有探讨。去年4月，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布了《四

轮低速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
征求意见稿，首次对“四轮低速
电动乘用车”的技术条件与参数
标准做出明确规定。同年10月,国
务院也发布有关低速电动车产
业的指导意见。从国家层面对低
速电动车做出“精准定位”，从而
在生产、销售、使用等各个环节
为低速电动车产业提供一个发
展与监管的依据，这样必要的基
础性工程的“竣工”也许已经为
期不远了。

在这样的工程完成之前，
在全链条综合治理达成之前，
非法电动车的治理难免会有漏
洞，有难度。但是，这绝不意味着
来自交管部门的集中整治可有
可无可以懈怠。只要本着对电
动车非法上路“零容忍”态度，目
标明确、力度到位，“日日有行
动，周周有整治”，即便只是局限
于治理链条的末端，也同样会
大有作为，同样能够取得不错
的效果。

治理电动车乱象，需要“日日有行动”

在全链条综合治理达成之
前，非法电动车的治理难免会
有漏洞，有难度。只要本着对电
动车非法上路“零容忍”态度，
目标明确、力度到位，“日日有
行动，周周有整治”，即便只是
局限于治理链条的末端，也同
样会大有作为，同样能够取得
不错的效果。

不能“人尽其才”的高校很难留人

□熊丙奇

3月12日，教育部部长陈宝
生就“教育改革发展”的相关问
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陈宝
生说，改革开放以来，截至去
年，大约派出去458万留学生，回
来322万，就是说，我们派出的留
学生有八成以上回国效力了。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留学生
回国创业提供了动力，创造了
条件,“回国潮”已然形成。

与“回国潮”对应，西部高
校的人才流失，也是此次中外
记者会关注的重要话题。陈宝
生说，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西部
的人有一段时间还叫做“孔雀
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下一
步，将引导各高校形成联盟，制
定公约，对薪酬等条件大体上
做出规范，目标是不让它恶性
竞争。

其实，“回国潮”对解决西
部高校人才流失有很好的启
示——— 要尊重人才流动的规
律，给人才创造良好的事业发

展空间，国家要给西部地区高
校留住人才提供支持，但更重
要的是，西部地区高校要切实
改善自己的用人机制、人才环
境，这样才能留住优秀人才，并
进而吸引优秀人才。

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归国比
例近年来大幅提高，这有多方
面的原因。陈部长是从教育部
角度介绍了为归国留学人才创
造的环境，这些措施，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重视人才，为人才归
国创业、发展事业，提供人性化
服务。这其实是之前我国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软肋”。比如，有
的高校建有硬件设施一流的实
验楼、科技楼，可不到晚上10点，
值班人员就要催着研究人员离
开，这和国外大学实验楼、科技
楼全天候开放，为科学家服务
形成很大反差。要吸引人才回
国，就要扭转官僚作风，真正为
人才服务。可以说，近年来一些
海外优秀人才选择归国，与我
国人才环境的改善有很大关
系。但不可否认，还是有不少高
校和科研机构有很强烈的官僚
作风，也令一些归国人才感到
失望。

我国西部高校人才流失严
重，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落
后、东部高校开出诱人的薪酬
条件“挖人”不无关系，但导致
人才“东南飞”的最根本原因，
还是西部高校落后的用人机
制。相比我国东部高校，西部高
校的等靠要思想更严重，官僚
作风、官本位更甚，很多人才对
学校的管理不满，看不到事业
前途，于是在失落中选择离开。
不少西部高校将学校的管理落
后、文化落后，归因于缺人才，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不重视人
才，现有的人才都没有“人尽其
才、人尽其用”。

这和大学毕业生选择到二
三线城市工作之后又逃回“北
上广”是一个道理。本来，缺乏
人才的二三线城市应该有更大
的施展才华的空间，可到了二
三线城市，大学生们发现，办事
要讲人际关系，人才不被重视，
还不如到“北上广”去打拼，虽
然这里人才拥挤、生活压力大，
但好歹可以凭自己本事竞争。
很显然，如果二三线城市不改
变人才环境，要获得优秀人才
是十分困难的。这也是我国长

期鼓励大学毕业生到中西部地
区就业，并推出了免费师范生
政策、村官计划支持乡村地区
建设和发展，可这些地区仍留
不住优秀人才的原因。一些免
费师范生、村官，在完成服务期
之后，都人心思走。

分析人才流失的原因，主
要包括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
推力来自于内部，拉力来自于
外部，当内部人才环境恶劣，这
就形成了把人才推出去的推
力，再加上来自外部的各种诱
惑，人才的流失难免就会加剧。
我国的出国留学潮，中西部的
人才流失，外部环境的“拉力”
是一方面，更多的则是缘于内
部的“推力”。要遏止人才流失，
关键在解决内部的问题。就像
我国吸引出国留学生归国，不
能寄希望于外部环境恶化（国
外教育变差、就业环境变差），
而是需要自身教育环境、就业
环境变得更好。我国政府部门
可以出台支持西部吸引人才的
政策，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外部“拉力”，但根本的改变必
须来自中西部高校内部。（作者
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葛大家谈

俏江南“黑厨”折射失范的餐饮生态

葛一家之言

□何勇

近日，济南市民宋先生来
到济南市高新公安分局巨野河
派出所为孩子办理落户手续时
遇到障碍，因为孩子的名字有
个冷僻字，公安部门无法为其
办理落户手续。民警建议宋先
生重新给孩子起个名字。

“珮”字并不属于冷僻字。
我们普通人不管是用拼音输入
法，还是用五笔字型输入法，都
能很轻松地打出“珮”这个字。
但到了公安机关的户籍字库系
统那，却打不出这个“珮”字，要
么落不了户，要么改名字，这当
然没有办法让人接受和理解。
可见，姓名中有“珮”字不能落
户，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
一个服务意识问题。

去年7月，公安部曾召集工
信部、人社部等7个部委有关业
务主管部门，推动姓名中含有
冷僻字身份证在各用证部门特
别是基层窗口单位全面正常使
用。但是，半年多时间过去，普
通人都能打出的“珮”字，在公
安机关的字库系统中却仍然没
有收录这个字，居民姓名中含
有冷僻字依然落不了户。这意
味着说好的冷僻字可以上身份
证这项便民工程还停留在口头
上，并没有真正落实下去。

公共服务，对于每一个居
民而言，都该是平等的、公平
的，不该存在差别，不能因为
姓名中含有冷僻字就可以打
折扣。让姓名中含有冷僻字
的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
务待遇，这是居民的基本权
利，谁都不能侵犯。另一方
面，长辈给晚辈取名字热衷
挑一些有内涵、有文化的冷
僻字，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文
化的一种尊重和传承，公共
服务部门需要做的是满足和
适应居民的这种正当需求。
所以，针对公共服务部门字
库系统落后导致姓名中含有
冷 僻 字 不 能 办 理 业 务 的 现
象，必须以问责机制，倒逼公
共服务部门及时升级字库系
统，让更多的生僻字、汉字被
字库系统兼容。

□武洁

俏江南是国际餐饮服务管
理知名品牌，是餐饮界的“奢侈
品”。近期，记者接到网友投诉，
反映他在一家俏江南分店用餐
时，察觉到菜品并不新鲜。网友
声称，当时他并未多在意，只觉
得菜品尤其是鱼肉略有酸臭味，
可是，当他回家便觉得不舒服，
上吐下泻了好几天才消停。

年年“3·15”，必有猛料曝。
今年上榜者，当数餐饮大牌“俏
江南”。平心而论，即便是无资质
的路边大排档，臭鱼冒充活鱼，
剩菜回收再“上菜”，也是极为拙
劣的伎俩。当一家定位餐饮界

“奢侈品”的国际餐饮名店，竟然

不乏“扫把洗锅”“剩菜回炉”，甚
至还玩出“臭鱼变身招牌菜”的
戏法，如此后厨场景着实挑战人
们的想象力。那些奔着“俏江南”
的高品质而去的食客，此时恐怕
也恨不能彻底清个肠才好。

早知餐饮“奢侈品”的出炉
过程竟然相当不堪，消费者避之
还唯恐不及，又怎会对其垂涎三
尺？不过，看上去很美的东西，假
如非要认定人家的诞生过程也
一定是优雅，的确可能只是一厢
情愿。餐饮“奢侈品”是不是一
定要有高大上的后厨，既然消
费者根本见不到，也完全靠商
家良心。不过，假如说对于餐
饮后厨的卫生标准不必过于
苛求，那么，餐饮食材竟然使用
死鱼充活鱼，甚至回收剩菜加
工，显然让人无法容忍。而无论
是使用劣质原料，还是剩菜回

炉，更是对餐饮业底线的公然违
背。

当顾客点的招牌菜“松鼠桂
鱼”，竟然是“死鲈鱼”乔装改扮
的，川味辣子鸡最终上桌入嘴的
更不知是哪桌的“剩菜”，这本身
甚至已是一种商业欺诈行为，
不仅是对食客权益的严重侵
犯，更违背了餐饮行业的基本
经营规则。而之所以出现如此
低劣的做法，与其说是饭店厨
师违规操作，毋宁说是利润的
驱使让餐饮从业者们丧失了
起码的道德底线和良知以及
餐饮业自我约束与规范的丧
失。

可见，真要保证消费者的权
利，不让食客们花了钱却吃到

“死鱼”和“剩鸡”，仅靠餐饮从业
者的道德自律显然并不靠谱，寄
望于记者卧底曝光，也同样不是

根治的办法。杜绝餐饮业“黑幕”
固然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但在
监管覆盖有限的前提下，其实仍
需另觅蹊径。既然阳光才是最好
的消毒剂，更多地让消费者参
与监督，规定饭店餐馆开放厨
房，确保餐馆厨房的操作对食
客的透明可见，有了消费者随
时随地、无所不在的监督，餐
饮业黑幕才有望最大限度得
以遏制，而不是每年“3·15”才
以猛料的方式爆出。

基于此，餐饮“奢侈品”令
人作呕的“后厨”，无疑令人唏
嘘。而俏江南“黑厨”的背后，
不过再次折射出失范的餐饮
生态，只要这样的餐饮监管的
生态不改进，俏江南“黑厨”恐
怕还将后继有人。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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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僻字上身份证，
不能“只说不练”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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