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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能否倒逼驾校提高教学质量

话话题题

“学员合格一个，驾校
才能招一个。”省公安厅日
前对驾校培训名额进行限
定后，多地出现新报名人
员无法预约考试的情况。
记者从烟台多所驾校获
悉，从5月4日起烟台大多
数驾校新招收的学员无法
进行预约考试，其中一家
驾校就有超200人在排队。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积压
学员越来越多?这背后深
层次的症结又在哪里？

今日“我来抛砖”栏
目刊登了市郊山上的槐
树惨遭黑手的话题，有
些市民为了采摘槐花方
便不惜折断树枝。从论
坛跟帖中可以看出有些
人觉得这种行为很不文
明应该谴责，也有些人
认为小题大做，没必要
上纲上线。对于折树枝
摘槐花的行为，您持怎
样的观点？

下期话题

今日

看到很多机构，很多研究人员
都在预测要降息，我有点乐。现在
预测降息，如同看着一个怀胎九月
的孕妇说：我预测她要生孩子了。
看一个机构的真正水平不是在怀
胎九月的时候“预测”这女人要生
孩子，这叫预测，这叫研究？而且，
如果本人没记错的话，一些机构去
年还言之凿凿地预测不会全面宽
松呢！

——— 马光远（经济学者）

现代人都有信息恐慌症 :网络
依赖，不时查看各种移动终端，生
怕错过任何只言片语。说是充分利
用碎片化的时间，实际把大脑硬盘
碎片化了。号称是阅读方式的革
命，效果是方式变了，阅读变成浏
览了。说是获取知识，实际上就是
鸡零狗碎的碎纸篓。这是信息社会
的本来面目吗？传说中的技术改变
生活是这样吗？

——— 石楠（规划师）

名嘴说事

张建勇

驾考实施新政以来，受到了不
少人的关注和热议，入校难、预约
考试难等问题矛盾突出，特别是对
学员招收“一出一进”的限额，让那
些想急于进校的学车族很无奈。从
眼前看，不仅入校名额受到了限
制，而且进校时间也受到了影响。
长远来说，“新政”的实施，仍是驾
校健康发展的长远之计。

从目前驾校经营的现状看，
在学员招生、管理等方面都还存

有一些问题。与今后学员越来越
多的高效率驾校不相适应，如超
招学员问题，有的驾校自顾收钱
招人，却不管师资的承受能力，导
致招进的学员从人力和物力上接
纳不下，学员不能按期结业，毕业
合格率低，有的驾校库存学员达
几百人甚至更多。还有教练车辆
少，学员练车困难问题，有的驾校
学员几天都上不了一次车，上一
次车也开不了多长时间，有的入
驾校三五年都拿不到驾照，诸如
此类的问题并非个别，在许多驾

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新政的实施，摒弃了当前驾

校的不足，着眼于驾校的未来与
长远，首先，坚持“一出一进”，学
员合格一个，招收一个，从源头把
住了盲招、超招问题，优化了驾教
与生源的合理配置，使招进的学
员控制在驾校师资力量能够保证
了的情况下，确保了驾校的驾教
质量和学员的循环速度。其次，驾
校教练车辆实行学员定额，保证
了学员随车的训练时间，从根本
上解决了学员上路少、路技差、过

关难的问题。第三，新规的实施，
也给驾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校与校之间统一了标准，运作
管理都展现在一个平台上，促进
各驾校之间去努力向上，人家教
出的学员合格率是100%，你教出
的合格率是60%，那么你就难以
得到社会的认可，不努力，面临着
的将是被淘汰出局的可能。

当然，新政的实施，要经过一个
短暂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也可能
会给小部分人带来片刻的阵痛，但
阵痛之后迎来的则是驾校的春天。

我来抛砖

@问天下谁是英雄：闲着没事去西山头找槐花，
等到了山上看到的景象却让我大吃一惊。连五六岁
的娃都一直说，这些树实在是可怜了。各位吃货们，
当你吃着香喷喷的槐花时，可曾想过要怎么保护槐
树免遭黑手！

@烟台裕福润：为了大家的利
益，为了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请爱
护树木，爱护公益。即便是你的脸皮
较厚，也不要让别人在背后戳脊梁
骨。

@bravebee：以前以为撸槐树
花，就是把槐花撸下来。今天在滨海
路也遇到了两位大妈，直接把槐树
花连同树枝一块折了。

@我是一个老兵：管也不是咱
们这些老百姓能管得了的，我能做
到的只是不去摘就是了。

@绝对意外：槐树花树枝年年
摘年年长，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又不
是把树砍倒了至于么？弄个槐树花
就上升到破坏绿化环境了？

@rf7976：这些人不一定就是
馋，有部分人看见小便宜不占心里
难受啊！

来源：烟台论坛

驾考限额有利于驾校长远发展

新闻：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政府网站都是正儿八经的动态消
息。近日，记者发现，一些市政府的
官网上也有商业广告，有民营医院
广告、购物中心、卖手机、银行广告
等。而早在2012年，广东省政府办
公厅就下发了广东省政府网站管
理办法明确要求，政府网站不得从
事商业活动。有的市在政府官网还
放了酒店3 6 0度总统套房的全景
图。不过在记者采访后其表示立即
撤下。（南方都市报）

点评：人家投的不是广告是关系。

新闻：社会抚养费是政府对不
符合生育政策的当事人征收的一
笔费用。就是说，谁超生，谁来交。
要交多少，是按照超生胎次、收入
等情况来定。但是，在河南邓州市
刘集镇，却有村干部反映，每年社
会抚养费交多少，是镇里摊派下来
的任务，收不上来这么多，就要由
村干部垫付。（中国之声）

点评：下达指标的结果就是乱
收费。

嬉笑怒骂

槐槐花花飘飘香香时时，，请请手手下下留留情情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帮帮您您付付首首付付””火火热热报报名名中中
“第一季购房节”引全城瞩目，十余家优质楼盘参与

由齐鲁晚报主办的“2015

齐鲁晚报烟台楼市购房节”正
式拉开帷幕，作为此次活动的

“重头戏”———“你买房，齐鲁
晚报帮你出首付”大型公益活
动也同步启动。由于能够帮助
购房者减轻首付压力，活动一
经推出便好评如潮。同时，作
为报名平台的今日烟台官方
微信也同步接受购房者报名。

连日来，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不少楼盘售楼处的来访购
房者人流并没有减少，个别楼
盘甚至无座可坐，但签单量却
不见增长，购房者观望情绪浓
厚。据了解，造成购房者观望
的主因有两个，一是今年楼盘
供应量增大，选择更多，但品
质难以甄别；二是担心楼盘价

格不稳，摸不准出手时机。
此次活动本报将与万科、

中铁、宝龙、天马、五彩都会等
10余个品牌楼盘联动，拿出最
优惠的价格政策，为港城市民
呈现一场夏季购房的饕餮盛
宴。为了保证给购房者以最好
的选择，此次活动参与楼盘都
是从购房者呼声最高的楼盘
中筛选出来的。

“知道近期房价优惠了，
但工作太忙，这次今日烟台把
优质的楼盘集中起来，让我们
挑选楼盘省了不少心，我在微
信上报了名，我的意向楼盘是
在莱山区，中铁，宝龙都在我
的考虑范围，期待活动那天我
能中个大奖。”杰瑞集团的孙
先生笑着说。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本报
开通的电话、短信、微信等途
径参与报名获得抽奖资格，在5

月16日团购会现场参与抽奖。
本次活动中齐鲁晚报将拿出5

万元首付资助金回馈读者，5位
获奖者将每人获得1万元购房
首付补贴。同时所有参与活动
却未中奖者，也将获得1000元
首付资助金。本次购房节分三
季举行，此次4月27日——— 5月
16日的活动为第一季，三季结
束后所有购房成交者可共同
参与抽取汽车大奖。

在奖项领取方面，所有获
奖者需在6月17日前持与活动
参与楼盘的购房合同到齐鲁
晚报《今日烟台》处领取。

“2015齐鲁晚报烟台楼市

购房节”第一季报名方式:
1、电话报名 :拨打报名电

话18660095707，留下姓名、联系
方式、意向楼盘等信息。

2、短信报名 :您可以编辑
短信“付首付+姓名+手机号+

意向楼盘”发送到13188774089

报名，收到回复即为报名成
功。

3、扫描二维码并添加“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的微信公众
号，发送“付首付+姓名+手机
号+意向楼盘”进行报名。

漫画：李艳梅

赵传勇

烟台一驾校就有超过200

人在排队。一方面，本来学车的
人呈与日俱增趋势，另一方面，
驾考与之前相比也越来越难，
再加上突如其来的新规定，给
学校和学员都增加了不少压
力，也在情理之中。

规定既然已经出台，影响
肯定也会伴随而来，那么驾校
和学员就要尽可能消除这部分
影响。我觉得首先要提高驾考
的通过率，这就要求驾校加强
对学员的技术培训，学员也要
尽可能掌握驾驶要领，争取不
浪费每一次机会，让新规定的
影响降到最低。

想学车的人越来越多，而
途径却不见增加，现在又有这
么个新规，明显满足不了市场
需求。那么相关部门是不是可
以考虑增加别的报考途径呢？

现在的驾考越来越难，交
通事故也呈上升趋势，所以相
关部门的新规定也是从长远考
虑，从如何让道路更安全方面
为出发点，只要驾驶员的技术
过关，素质过硬，道路安全状况
就会越来越好。

新规定无疑让学员等的时间
长了，难度并没有增加，那么学员
除了耐心等待外，不妨多多练习，
多多实践，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只要夯实基础，技术过硬，拿到驾
照是早晚的事，何必急于一时？

早晚拿驾照，何必急一时

王淑娥

“学员合格一个，驾校才能
招一个”，我看这个政策挺好。
交通安全有赖全体市民提高监
督和参与意识，更有赖于驾校
高质量的培训，政府有关部门
的严格把关认真执法。眼下，有
些人迫切需要参加驾校培训通
过驾驶技能考试，却因为老学
员尚未过关，限于这个新政策
而空耗在驾校门外。这个情况
好像还不限于咱一个城市，多
省多地都存在。说来这个事也
有积极意义，新规倒逼驾校提
高教学质量，这已是刻不容缓。

我女儿费劲巴力拿到驾
照，可是真上道开车，她就心里

发毛手上没准。我又急火火找
她小舅给“吃小灶”补课。多亏
有她小舅这么个老司机手把手
好好教，不然，女儿那驾照有和
没有都一个样。

作为市民，我希望有关部
门把新规贯彻到底，守住底线。
更希望驾校做好自己该做的
事，把功夫下对路子，多快好省
地培养出合格的驾驶员，如此
从源头上保证交通安全，新生
活就多了一份和谐安宁保障。
作为母亲，女儿完全掌握驾驶
技能既保他人安全亦保自身安
全我才安心。毕竟能与人相安
无事地好好生活，这是最大的
也是最实在的利好选择！我就
认这“死理儿”。

新规贯彻到底，部门守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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