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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等一等让一让又何妨？

@凤凰火：有一次在二马路，和朋友说着话高兴得有
些得意忘形，没注意前面的红绿灯，结果一个急刹。过会
儿看到旁边一车上爷们打开车窗对着我的车在骂什么，
看他表情很愤怒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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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马路躁狂症吗

@婴乐：我都宠辱不惊，
那天有个家伙和我一样不熟
悉路，结果一个急刹害得我
差点撞上，后面车也差点撞
上我车，我也没说什么，互
相谅解吧。

@清茶茉莉：我每次开
车 都 是 耷 拉 个 脸 ，保 持 冷
静，怕把持不住要发火，所
以我媳妇每次上车都问我，
今天心情不好？我说，保持
冷静。

@大肥 0 0 7：应该说，行
车路上小声骂人还是难免
的，每每让他们吓一跳的时
候发泄一下也属于正常，完
全没有脾气很难达到，首先

确保自己不去吓别人、惹别
人！

@六月的天：上班搭班
车看着边上的车一会一插
队，班车经常来个急刹车，
我都上火，别说自己开了。

@七分姐姐：昨天在文
化路小学门口，我想右拐要
变道。司机示意我可以走，
我很欢快地拐了，回头我从
车窗里竖了个大拇指，谢谢
大哥啦！

@lawyerwang531：都不
想狂躁，但有时候就是那样
做了。谁遇到着急的事情能
不着急，但愿自己改正。

@何生：有时候看到开

车慢的就想骂，看到开车比
自己快的也烦，这就是狂躁
症吧。

@kev in zeng：我现在还
是狂躁啊，见不得那些横冲
直闯不遵守交规的。

@k l k e r：我觉得这个跟
年龄有关，但更多跟素质和
性格有关。

@bbs 1 2 6：我开车是属
于被骂型的，技术不好开得
很慢。第一天开车出门，气
得一个出租车司机大哥开车
冲到我前面喊我。我是很淡
定，别人爱喊什么喊什么，
我根本就没注意听。

来源：烟台论坛

□王晓正(龙口市)

下班途中，路过一个小区门
口，该小区对面是各种日用品商
店。由于没有红绿灯指示，穿过车
流不息的马路颇费周折，对于年
轻人尚且如此，年长者更甚。下班
高峰，交通拥堵，只见这条路上一
位颤颤巍巍的大爷被孩子扶着从
小区出来准备去对面。走在车流
中，上了年纪的人腿脚不便，只听
老人身边缓缓驶动的一辆轿车猛
按喇叭，老人夹在车流中一阵惊

慌，进退不定。看到此种情景，我
只想说一句：让让老人又何妨？

想起了前一阵子网络流传甚
广的中国式过马路，同样是与马
路有关。如果中国式过马路体现
的是行人的不文明，那这次老人
过马路则显示出了有些司机朋友
的不地道。

究其原因，的确与马路设施
不健全有关，路口如果设置了红
绿灯，这种情况会减少。但同时我
们也要意识到，城市建设不是一
蹴而就的事，面对不健全的设置，

我们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主动
性，制度缺陷完全可以用人的良
性作为弥补，尤其是对老弱病残
者。

如果面前步履蹒跚的老人是
自己亲人，我们还会长按刺耳的喇
叭，眼见老人惊慌失措而无动于衷
吗？下班高峰，司机朋友或许难免
心浮气躁，归家心切，可再急，一分
钟的时间总是有的吧？一分钟，已
足够让老人踏踏实实地穿过马路；
一分钟，您等等又何妨？

记得看过一段视频，小狗在

高速路上迷路，众司机主动避让，
显示爱心；也有这样一条新闻，青
岛高雄路上，一位司机停车避让
过马路的小女孩，小女孩在司机
的车前给司机鞠了一躬，“停车避
让行人，行人鞠躬答谢”被传为美
谈。希望这样温暖的一幕幕也能
够在我们身边上演。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马路上
相互礼让在方便了别人的同时也
舒缓了自己的心情，如此，大家伙
都能在平和中缓解急吼吼的心境，
在互助中体会人与人的良性互动。

关于这次“钱荒”，国内又搞
出许多阴谋论。我一直说，头脑简
单的人最容易被各式阴谋论迷
倒。就像醉鬼总是说自己没醉一
样，越是头脑简单的人越不愿意
承认自己头脑简单，因而也越不
愿意认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他
们那简单肤浅的头脑又实在分析
不出什么深刻的东西来。这时候，
阴谋论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 陈季冰(媒体人)

水泥上市公司普遍环保违
规，17家公司被曝170条污染记录。
在PM2 . 5走入公众视线后，环境污
染问题再度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
热点。然而，人们可以方便地获知
PM2 . 5的数值，却难以追寻污染源
头企业屡屡违规排放废气污染物
的事实，而这些企业往往也采取
回避态度应对社会的质疑。

——— 马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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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广东财政费里没有叫
维稳经费的项目。”昨日，广东省政
法委党务公开新闻发布会上，省政
法委专职副书记、省维稳办主任陈
文敏称外界常把“安全经费”与“维
稳经费”混为一谈，误认为维稳费
用过高。(南方都市报)

点评：穿什么马甲区别不大。

新闻：一辆自行车就能“讨来”
个漂亮媳妇？这如今听来不太可能
的事，就出现在前日的一条被热议
的微博上。博主是位20多岁的姑
娘，近日在北京丢了一辆山地车，
心急之下求助微博网友，更“大方”
称：“谁找到了爱车，本姑娘就嫁给
他！”(中国江苏网)

点评：大概武汉那给日本人找
车的哥们能抱美人归。

新闻：江苏泰州靖江市工商局
每年吃喝费用达300万元，相当于
每天花费8200元；该局餐厅仓库堆
满整箱的茅台、五粮液、梦之蓝等
高档名酒——— 昨天，名为“江苏泰
州靖江工商局‘鸿门宴’大片劲爆
上演”的文章引发广泛关注。(东方
早报)

点评：我猜会澄清，那是查获
的假酒。

新闻：“承诺春天解决的事，为
什么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能给我
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吗？”“看完短片
深感自责，回去后立即整改。”26日
上午，“落实责任、教育惠民”2013

媒体问政特别节目在武汉举行，一
个个尖锐问题抛向在场有关负责
人，相关部门直面问题，动真格表
态解决。(荆楚网)

点评：关键要说到做到。

新闻：“首都财经贸易大学、北
京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经济贸易学
院、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这些高校
名字乍一看与和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名称相似，
实际上却是70多所北京“野鸡大
学”中的4所。(经济观察网)

点评：考生们可得擦亮眼，别
被忽悠了。

□韩昀达(蓬莱市)

最近随着高考成绩的陆续
公布，社会上出现了因为成绩不
佳自杀、离家出走等情况。笔者
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出
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学生总是
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学校为
什么不能像外国学校一样注重
行为教育呢？不让孩子是个读书
的机器，而是给孩子良好的教
育，不只学习书本知识，而是让
他们在行为方面、做事方面受教
育，告诉他们一些真正能够运用
到生活中的东西。

十多年前，我记得学校还时
不时地组织一下学生秋游、春
游、爬山、学农等活动，让学生体
会到幸福、愉快的时刻。可近年
来，在安全责任的压力之下，已
经没有哪一所学校允许组织这
样的活动了。一个真正的好学

校，是懂得如何让孩子更好地成
长和生活；一个真正的老师，是
懂得如何让孩子有更好的身心，
教的是些能够运用到生活中的
好东西，并能帮助别人，而且老
师是帮助孩子提高的一位助手，
而不是把孩子往下拉。

要改变当下的困局，我认
为，一方面是加强教师的自身
修养和业务能力培训，从教育
教学两方面为人师表，让学生
爱师爱学，成人成才。因为教师
言行举止和学识水准直接影响
学生的思想品质和求知状态，
另一方面，老师和学校不用一
把尺子衡量学生，让每一张笑
脸都常在，让每一棵树木都成
材。只有学校教师都爱岗敬业，
全社会都不在过分看重学习成
绩，学校的整体教育质量才能
得以提高，孩子的身心才能健
康成长。

中小学生心理为何脆弱我有话说

少女“被”出走

家长老师均有责

□孙世华

齐鲁晚报连续关注了两名
15岁少女结伴离家出走的消息。
最终结果平安而归，让不少读者
松了一口气。

如果说，家长要求太严格是
女孩离家出走的诱因，那么，老
师的耳光和孩子受到的“挤兑”，
是不是促成她们下定决心离开
学校和父母远走他乡的另外原
因呢？用孩子家长的话来说，“学
校的一个举动，对孩子影响很
大，不管孩子犯了什么错，都不
应该被体罚！”由此可见，老师的
责任恐怕大于家长。

当然，既然孩子已经表明，
家长平时要求太严格，从而使她
们产生逆反心理，继而厌学，以
至离家出走，家长就难辞其咎。
故此，该认真反思一下过去的所
作所为，沟通好感情，解决好矛
盾。尽管，她们还是未成年人，但
是家长一定要尊重她们的意见，
不要凡事一管到底，搞得孩子十
分狼狈。

至于老师，尤其那位动手打
人的老师，则更要好好反省一下
自己的暴力行为，至少，在给人
道歉时态度要诚恳，绝不能搞秋
后算账那一套。否则，相互之间
芥蒂会越来越大，由此产生的悲
剧同样会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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