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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说你你

“撤点并校”不能以耽误学习为代价

谋天下图图

言论微微

“请勿横穿马路”、“请走人
行天桥”……这类传统宣传标
语，还有效果吗？日前，厦门大
学的学生完成了一组实验:在
同一路口摆出不同语气的交通
警示标语，对比效果。结果显
示，祈使语气的传统标语效果
最差，“简单粗暴”的“你丑你横
穿”标语效果却最为显著，行人
横穿率直降三成。(6月15日
《厦门日报》)

“中国式过马路”一直是我
国很多城市的社会公共治理

“顽疾”，各地交管部门治理方
式也有很多，宣传标语、批评教
育，甚至有的地方对“中国式过
马路”进行罚款，然而种种方法
用尽，“中国式过马路”依然是
久治不愈。在这样的语境下，

“你丑你横穿”这样的“奇葩标
语”的确让人眼前一亮，由于爱
美之心人人有之的公众心理，

“奇葩标语”确实取得了意想不
到的效果：行人横穿率直降三
成。诚然，树立这样的标语初
衷是好的，结果也不错，但标语
本身却偏离了轨道：一方面，

“你丑你横穿”这样近乎骂人的
话有悖公序良俗；另一方面，路
牌作为城市窗口，这样的标语
有损城市形象，而且会带来坏
的示范。就像用谎言验证谎言
得到的一定是谎言一样，用错
误去纠正另一个错误得到的一
定是个错误，公共治理方式有
很多种，但这种近乎“蛮夷”的
方式还是少些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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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丑你横穿”

烧烤街的“喇叭大战”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3年
共350万对离婚，80后成离婚
潮主力。其中在结婚3年内申
请离婚的超40%，有专家称见
过最快的闪离仅25分钟。离
婚原因包括父母干涉、谁来洗
碗做饭等。

安以陌：离婚率增加，一定
程度上说明社会在进步，幸福
比婚姻更重要。恋爱、结婚、离

婚、再婚、不婚，这些都是一个
人的权利，我们迟早会对不符
合传统观念的新观念习以为
常，不歧视离婚者和不婚者，不
去觉得二婚的人就配不上头婚
的人，不以婚否衡量一个人的
价值。

语笑不嫣然：离婚不可
怕，可怕的是为了结婚而结
婚，为了父母而结婚，为了年
龄而结婚。

80后被指离婚狂
最快25分钟闪离

陕西一高校，近日发布了
条“严管网游”的通知，要求学
生必须删除个人电脑上的游
戏，如果不删，一旦被发现将
会没收电脑。

薛智之0616：大学生玩
网游，特别容易上瘾，对大学
生玩网游的问题，确实需要进
行一些控制，长安大学采取这
样的严管强制形式，从爱护学
生的角度讲，应该得到老师学

生的理解和支持。
水晶小草：学校“严管网

游”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学校毕
竟不是执法机关，没有哪条法
律赋予高校拥有没收学生财产
的权力。何况学生电脑是私人
财产，电脑上安装什么软件，那
是学生的自由，学校没有权力
去检查或者强制学生卸载电脑
上的游戏。学校可以改革教学
模式，引导学生将精力用在学
习上，而不是粗暴地没收电脑。

不删游戏没收电脑

谢松波 整理

□谢松波

近日，伊川县鸦岭乡西窑
村多名村民拨打本报热线反映
称，两周前，该村一中学被撤点
并校，该校百余名学生在当地
教育部门及派出所民警的带领
下，来到鸦岭乡第一初级中学
上学。对此，村民们质疑，撤点
并校他们未接到任何通知，突
然将学生全部接走；其次临近
中考，孩子们到一个新环境，恐
对生活学习造成一定影响。仅
半个月，就有不少学生返回原
校，村民无奈，只能轮流代替老
师暂时照看学生。（6 月 13 日
《大河报》洛阳新闻）

原本在西窑中学上课的学
生，突然被车接走，而且警车护
送，如此“高规格”的换校行动，
本身就很蹊跷。据多名村民说，
接学生时并没有人直接告知要
撤点并校，而是说学校房屋是危
房，让学生先到另一所学校学
习，房屋建好后再将学生送过
来。而当地教育局则表示，西窑
中学早就没了，该校教师编制都
在学生被送到的这所学校里。
这种说法上的“打架”，只能够说
明校方和当地教育部门在此事
上做的工作还不够。

明明是撤销学校，却以欺骗

的方式告诉村民是临时借用别
的学校上课，这种做法让人疑
惑，校方究竟是顾忌什么，才让
他们撒了这个谎？当然，如果将

“撤点并校”放在现实背景下，确
有其合理的一面。首先，现在农
村进城打工的群体越来越庞大，
其中不乏将子女带进城市接受
教育者，人口的单向流动使一些
农村学校的学生变少；其次，当
下农村的教育资源分布存在一
定问题，这致使很多农村孩子不
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而

“撤点并校”利于集中优势教育
资源，提高农村教育水平。

不过任何事情都怕“一刀
切”，据悉被撤销的这所学校有
168 名学生，从人数上看并不
少。而且，大部分学生都来自附
近村子，学生在这里上学很方
便。让其放弃家门口的学校而
去乡里读书，这种“舍近求远”意
味着家庭教育和家庭温暖被过
早剥离。再说，在农村能有这样
一所村里的“最高学府”，校园里
的琅琅读书声和孩子们的嬉笑
声，是一个村庄朝气和活力的象
征，同时，学校也是村里的文化
中心，学校撤离农村的一个直接
后果，将加剧农村文化生态的凋

敝与荒漠化。
此外，目前农村空巢现象

严重，由于并校后上学的路更
远，学生需寄宿等，读书的成本
势必增加，这很可能给部分农
村家庭造成额外的负担。从被
并校后该校学生的反应，我们
也能看出，他们很难融入新的
环境，而且还出现有的孩子被
当地学生殴打的现象。这种变
化，对心智日渐成熟的孩子来
讲，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可能是
无法弥补的。

其实，早在 2012 年 9 月，基
于“撤点并校”执行过程中出现
的诸多问题，我国就对盲目并
校现象进行及时叫停。教育应
坚持以学生为本，有些国家，只
要能招满几十名学生，就可以
开办学校，并可领取国家补贴，
这才是真正把学生放在首位。
再来看看伊川县这所学校，在
接到合校通知的第二天，校方
即把 168 名学生接到另一所学
校。这种雷厉风行，其实是独
断专行的最好诠释。而这其
中，倘若教育工作者稍微考虑
一下这 168 名学生面临新环境
的处境，也不会做出如此匆忙
的“甩手掌柜”的决定。

居民要安宁，商户要谋生。
一个夜市所引发的拉锯战，最终
演变成野蛮、不堪的模样。一直
未曾间断的噪音“对轰”，间或还
伴随着恶语相向和肢体冲突，不
可调和的矛盾，俨然愈演愈烈、
几近失控。诡异的是，面对这场

“喇叭大战”，当地的职能主管部
门，并未拿出有说服力的表现。

当公共治理者，未能充分发
挥所肩负的调停、裁断、惩戒之
职责，民间的利益冲突，便很可
能沦为逞勇斗狠的私力对抗。
在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蛮
荒状态内，更凶狠、更恶毒、更决
绝的一方，显然会取得“最后的

胜利”。鉴于此，团结路上的住
户和商家，从最开始的话语交
锋，到其后的噪音攻击，直至最
后堵路封门、拳脚相向。一路走
来，所谓“维权”的手段，持续变
得偏激和下作，追求的就是将对
方“击倒”！

可是，又怎会有人轻易妥协
呢？职能部门自始至终的履职
不力，让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
拾。而在理想状态下，此类有失
体面的维权闹剧，根本不会发
生：倘若一开始，行政执法部门
就能依规要求商户严控噪音、油
烟等等，当然便不会有后面的事
情；倘若在争执发生之初，主管

者就能拿出魄力定纷止争，又何
至于让风波一再升级？团结路
的喇叭大战表明，公共管理若无
法当断则断，无法适时介入，琐
碎的小纠纷，也会被放大为轩然
大波。

烧烤街上的喇叭大战，固然
有城建规划失当的历史因素，但
更现实的原因，无疑还是由于主
管部门一再错失时机、假装隐
身，让冲突双方“失去指望”，从
而不断激化手段、不断彼此试
探。也许恍惚间，他们会觉得，
文明博弈规则，在这条街上已然
失效。只有靠自己、靠暴力，才
能争取利益？

在河南驻马店市，团结路是烧烤一条街。热闹的夏天晚上，这里的食客最多的时候达到上万人，
烧烤摊从下午5点营业到第二天天亮。可这热闹却苦了在烧烤街上居住的20多户居民。由于不满露
天烧烤摊的油烟和噪音，周边居民用高音喇叭维权，而烧烤摊摊主也用喇叭回击。（6月15日央视网）

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居民和
烧烤商户的矛盾似乎又是不可
调和的，因为商户属合法经营，
这里是当地政府当年为了创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专门开辟出
来的，但对另一方来说，居民的
休息权也应该得到保障，那么居
民和烧烤商户的矛盾到底是怎
样形成的呢？

回到新闻中我们不难发
现，恐怕正是当初不合理的城
市规划，才为今日居民与商户
的矛盾埋下了伏笔：既然在此
处开辟了美食街，为何还要在

附近规划居民区？为了创建优
秀旅游城市，难道就没有考虑
到商户扰民的可能性？但我们
看到，居民是在后来搬进来的，
晚于商户的入驻时间，表面上
还给人们一种错觉，即居民在
搬进来之初，就应该考虑到烧
烤商户会影响到自己，现今休
息权受损是自己的自由选择。
殊不知这种行为在实质上就是
在转嫁矛盾，把因城市规划布
局决策失误的责任，轻松地转
移到了居民与商户之间。

从大范围来看，居民和烧

烤商户的矛盾冲突貌似是个小
事件，但却在本质上反映着一
个大问题，即在政绩工程思维
的主导下，不少地方政府急功
近利，在城市规划中没有做到
充分论证和评估，才留下了一
个个烂摊子，最终让公众为之
买单。看看为了打造地标或中
心商务区而进行单中心城市规
划造成的交通拥堵、一座又一
座的鬼城、城市郊区的商品房
……类似的问题都与该新闻中
的烧烤一条街有着本质上相同
的逻辑。

不合理的城市规划是“喇叭大战”之源
□张松超

公共治理失位，“喇叭大战”不止
□然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