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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社会更需要汽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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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一组接访人员与访民的
合影照片在网上披露后，引发关
注。照片显示，湖南省常德市临澧
县派往长沙接访的两名工作人员，
在与患有癌症的访民段新德合影
时，面带笑容，并分别摆出“胜利”
手势。临澧县信访局局长庞业文
称，之所以拍下这些照片，是因为
知道段新德病情好转以及可以接
其回家后，一时高兴所为。(新京报)

点评：真正的稳定，不是靠堵
住上访者的嘴、缠住上访者的腿，
而是来自对民众权利的最大程度
的尊重和最大限度的实现。

新闻：11月15日，河北黄骅市
委组织部宣布：全市科级干部超过
53岁，副科级干部超过52岁的全部
提前离岗休养，同时提高三级工
资。全市共有62名科级干部被列入
这一名单，其中还包括两名“正值
政法工作黄金年龄的”司法系统干
部。(新京报)

点评：保留待遇还连涨三级，
是精简机构还是尸位素餐？

新闻：沈阳一市民家人突发疾
病，拨打120后沈阳急救中心派救
护车将病人送到医院。但短短9公
里路程，竟有18项收费，费用高达
1670元。120方面认为，此次收费并
无不妥，都是按照物价局收的。依
病情为定，做什么了就收哪项。(央
广)

点评：应该问哪项没做。

新闻：近日，记者在河南省息
县调查时发现，该县大量符合五保
供养条件的困难人群，却迟迟无法
得到应有的供养资格。而相关政府
部门对此的解释是：五保户只能死
一个，顶一个。(中国广播网)

点评：好的政策一级级传下来
都变味了。

名人崇拜的心理大多数人都
有，这和传统社会中一直强调权威
的习惯有关，在传统社会，最典型
的权威就是官员，他们似乎无所不
能，能够处理一切事情，直到今天，
这种传统的遗留依旧存在，表现在
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说以前被揭
穿的许多骗子，如王林之类，就都
喜欢拿一些名人合照、官员题字之
类的东西自抬身价，让人们相信他
也是权威的。

——— 方舟子(学者)

参加在职硕士论文的答辩，正
如预想，许多论文质量不理想，更
为严重的是，个别论文存在重大错
误观点，比如站在部门利益为非法
取证辩护(含刑讯逼供、欺骗等)。
个人建议，以后此类论文一律不推
荐答辩，即便推荐也应不予通过。
培养一位反人权的硕士，这本身是
对刑诉的讽刺。

——— 施鹏鹏(教授)

张琪

12月2日是全国第二个“交通
安全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摒
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中
国已经进入汽车社会，交通安全
受重视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汽车
社会需要汽车文明，说到底是每
个人需要从思想深处将交通安全
意识提高。

今年交通安全日要求在城市
重点开展“倡导三不”，即“不随意
变更车道，不乱停车，不闯红灯”

的主题活动。从“三不”的内容来
看，主要是针对车辆和驾驶员的
要求。

随意变更车道，乱停车，闯红
灯，俨然已经成为不少驾驶员的
交通陋习。说到交通陋习，不少人
都深恶痛绝，但现实似乎又是一
边抱怨社会的普遍规则意识太
差，一边自己又不惜一切代价走
捷径。

作为司机的你，或许在别人
随意变更车道时深受其害，出现
险情有时还会破口大骂，但你偶
尔随意变更车道的举动也会招来
别人的谩骂；驾车出去办事会友，
因为一辆乱停放的车挡住了你的
去路，你会心生不快，但你能保证

每次都能做到规范停车吗；在有
监控的路口，遇红灯时车辆都很
有规矩，但无人监管的路口你是
否又弃红灯于不顾？

曾几何时，一个家庭梦寐以求
想拥有一辆汽车，但是随着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家庭拥有汽车已经
不再是奢望。据相关资料显示，在
2009年时中国已经进入了汽车社
会，人们把那一年称为“中国汽车
元年”。汽车社会是工业社会和经
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轿车大
规模进入家庭后出现的一种社会
现象。几个明显的特征可以佐证，
汽车加快了城市郊区化的过程，不
少人住在郊区工作在中心区，汽车
成了往返的必要工具；人们的生活

方式改变了，生活节奏加快了，周
末生活夜生活丰富了，周末郊区
游、自驾游增多了；新型的消费方
式被催生，汽车餐厅、汽车电影院
等进入人们的生活。

汽车保有量并没有停下脚步
的意思，每增加一辆汽车，城市空
间就被挤占一块。生活在城市的
人们，已经疲于应对汽车数量增
加导致的“空间”问题，但空间越
小我们更不应该放弃对汽车的约
束。不从意识上提高有序交通的
意识，不从法规上进行约束，那因
车而生的乱象则不仅仅是“三不”
这样简单。

中国私家车保有量已经过
亿，机动车驾驶员数量更是高达2

亿多人。我们理想中的文明交通
应该是怎样的？相信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均是
围绕有序、规范来进行的，目的是
让车更好地服务生活，而不是为
生活添乱。

我们的社会已进入汽车时
代，可如果交通参与者的思维还
停留在非机动车时代，那思想更
应该加快脚步赶上现实。全国交
通安全日已经过去了，但是“抛弃
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的意识
不能过去，而应是每天强化。我们
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一下，今天
我闯红灯了吗？今天我出去乱停
车了吗？我过马路时低头看手机
了吗？我随意变更车道了吗？

雪天行车莫大意

刘学光(莱山区)

近日，开车在路上行驶，
由于刚下了一点小雪，道路就
湿滑难行起来。看到好几起触
目惊心的车祸发生，令人唏嘘
不已，感触颇深。

寒冷的冬天已经到来，大
雪纷飞、滴水成冰的日子逐渐
多起来了，驾车在路上行驶就
应如履薄冰、一丝不苟，时刻
要把安全驾驶这根弦绷紧再
绷紧，不得有丝毫麻痹大意、

侥幸浮躁心理。特别是一些刚
学驾驶的新手，更应重视起
来，在雪大路滑的天气最好不
要开车上路，改乘坐公交车等
交通工具，避免由于雪天驾驶
技术不熟练而造成不必要的
麻烦。

车祸的发生十有八九是
马虎大意造成的，再加上雪天
路滑，出车祸的频率就会更
高。每年下大雪，道路上发生
车祸事故的数量就会增加，原
因就是本身路况就很危险，再

加上不认真重视，有的初生牛
犊不怕虎，有的艺高胆更大，
根本不把安全行车放在心上，
因而就会发生让人痛心、惨不
忍睹的悲剧。有多少鲜活的生
命不是丧生在驾驶人那麻痹
大意的车轮之下？

所以，冬季雪天行车切莫
大意，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
安全大于一切，生命只有一
次。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
全，开车的司机朋友们一定雪
天行车莫大意。

我来抛砖

房产证上

加名可以吗？

@一一smoking：我有一位蜜
友，谈了个对象，还算安稳，也开始
言语间略微涉及到结婚的事宜。男
方家有车有房，房子全款且已经装
修好了。我闺蜜家条件也不是很
差，陪嫁10万元也是差不多的。蜜
友想房产证上加自己的名字，我们
私下分析男方不会同意的。闺蜜也
为此事纠结着。

@远走：这个问题我觉得
还是不要提出来好，你提出来
的话，本来感情挺好的，现在
觉得你这不是看上我这房子
了吗？如果真有感情就别在
乎，如果是为了将来离婚做准
备，那这婚结得也纠结。

@尘封的往事：既然女方
家庭条件也不差，就也买一套

房子，这样多硬气！
@等待你的出现：女人都

是缺少安全感的，有时候并不
是贪图男人们的财产，而是男
人没有给自己安全感，没有安
全感就对未来没有信心。

@杯杯：我觉得既然结婚，
就别想着离婚的事情，我和老
公婚前都各有一套房子，登记

的时候，我们也都把两个人的
财产算做共同拥有的了。

@417632131：女方有这方
面担心也是正常的，个人感觉
还是不要问了，影响感情，谈
钱伤感情。

@cherry580231：我男友房
子首付了80多万元，还有80多
万元的贷款，我家愿意拿出二
三十万元还贷，剩下的俩人一
起还，我想加我的名字，可被
驳回了。

@天是红河岸：结婚时不
是一时冲动，婚后好好相处。
所有东西都是你们的，没人能
抢走。

@judith916：那你闺蜜也不
要带嫁妆了，带去了也是给人
家花了，还不如用这钱自己首
付个房子以后出租啥的，收入
也十分可观，男方也分不走，
何必纠结。

来源：烟台论坛

王晓正(龙口市)

12月2日，
是全国交通安
全日，我却在路
上看到了一幕不
怎么地道的交

通 驾 驶 现
象。路上几

辆 迎 新 娘 的
婚车井然有序

行驶，绿灯亮起的间歇，一辆
面包车为抢行突然变道，插入
婚车队伍中。

路上见闻，着着实实是交
通安全日里的不和谐景象，不

知面包车主强行变道时作何
感想，且不说搅了人家的婚车
秩序，交通驾驶恶习足以成为
致命隐患。

两年前的“醉驾入刑”大
快人心，以严格的法律惩治手
段让“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树立起威信，酒驾现象明
显减少，然而交通安全却不仅
仅因杜绝了酒驾就万无一失，
开车打手机、随意变道、超速、
驾驶压线、转弯不打转向灯等
等不良驾驶习惯都会成为我
们安全出行的隐形杀手。不同
于平日里生活上的小习惯，驾
驶陋习威胁的是自己及他人

的生命健康。
保障交通安全，规章制度

是硬性指标，最有效的依旧是
司机本身树立起安全驾驶的
意识。磨刀不误砍柴工，安全
驾驶才能够发挥车辆应有的
便利作用，否则，出了意外，劳
民伤财，耽误事不说，健康被
剥夺才是最大的遗憾。

12月2日，应该成为被人
们牢记的日子，政府、单位要
加强对交通安全日的宣传，驾
驶员朋友们更要在潜移默化
中遵守交规、养成良好的驾驶
习惯，让交通安全意识融进
365天。

安全日的不安全

公交车挤

司机要谨慎驾驶我有话说

孙宝庆(芝罘区)

市区公交在上下班高峰出
现超员恐趋势难免，可像往返芝
罘福山的公交这样严重超员可
并不多见。上下班高峰期，往福
山跑的公交经常是每趟车拉四
五十人，真是摩肩接踵，纹风不
透。前门上不去就从后门挤，致
使前后门都不好开关。每当刹停
车，乘客被晃得前俯后仰成了
堆。行程中有段路因修铁路需要
改道，而这段路窄得只能容两车
行驶，路灯少照明差，这样的路
况，严重超员运营，安全隐患是
可以想见的。笔者坐过芝福线公
交，耳闻目睹了车里车外的情
况，有感而发这篇小文。

希望司机师傅要提升执行
交通法规自觉性，强化对乘客负
责意识，深刻认识自己担当的是
全车乘客的人身安全，摆正效益
和安全的关系，做到效益服务安
全，丝毫不能存在麻痹大意思想
和侥幸心理。特别是在冬季风雪
交加，路面发滑的情况下，要坚
决防止严重超员，谨慎驾驶，确
保乘客安全。

也建议公交集团领导，深入
一线坐坐公交，亲身了解体察运
营情况，并针对存在的问题，研
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漫漫画画：：宋宋晓晓霞霞

安全日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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