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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深圳地铁在施工中三
天内挖断七根电缆，深圳供电局
7月5日、7日连发多条微博隔空
喊话深圳地铁：“地铁野蛮施工
是要让电缆经脉全断吗？”一周
未过，深圳地铁施工单位又将布

吉的供水主管道挖爆。10日，深
圳市布吉供水有限公司推送紧
急停水通告称，由于地铁十号线
施工挖爆布吉供水有限公司供
水主管道，致使沿线用户停水。
（7月12日羊城晚报）

深圳素以“高效率”著称，深
圳地铁在三天内挖断七根电缆，
道歉一周未过又挖爆城区供水
主管道，频率如此密集，也称得
上名副其实的高效了，只是让人
哭笑不得。

正值盛夏，暑热难耐，连续
挖断电缆水管，造成断水断电，
给沿线企事业单位、广大居民造
成巨大影响，公共损失严重。更
耐人寻味的是，这边厢地铁集团

“高度重视”“认真吸取教训”，解
释因施工单位工人操作失误挖
断电缆并道歉，人们都以为“事
不过三”，不会再犯，尾音才落，
那边厢又对着水管闯了祸。

尽管地铁施工是施工复杂
的民生工程，尽管挖断电缆和水
管不是同一家施工单位，但都让
地铁集团这块金招牌难堪。作
为知名企业，深圳地铁集团理应
具备先进的管理水平和施工经
验，屡屡犯下低级错误，暴露出
野蛮施工、管理粗放、追责不力
的工作疲态。

野蛮的反面是文明，蛮干的
反面是专业。倘若没有真正吸
取教训，没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
度及操作规范，缺乏专业精神及
专业队伍，反思与道歉停留于口
头与纸上，未必挖爆的水管就是
闯祸的止点。有网友多问一句：
这么不专业，是否工程多次转
包，留下管理盲点？这么不专
业，地铁质量是否有保障？这个
问题也需要深圳地铁认真作答。

搜索“野蛮施工”，可以得到
成千上万的信息，不少网友也在
该条新闻下面吐槽自己所在地
因此带来的各种不便与不满。
可见野蛮施工而导致的地下管
网损坏屡见不鲜。强化安全监
管措施，提高安全意识及全局意
识，提升专业化现代化管理水
平，加强事前预控、事中监管和
事后严肃处置，遏制野蛮施工，
消弭安全隐患，深圳地铁及各地
建设施工单位都应该确保拿出
鲜明的态度及有效的举措。

□张海英

挖坏电缆再挖坏水管，野蛮施工何时休？

●“我今天就把
钱还了，你能把我从黑
名单上撤下来吗？我
儿子还想入伍去当兵
呢！”7月10日，被执行
人马某慌慌张张来到
武陟县法院，找到执行
干警，表示要立即履行
还款义务，生怕因此影
响到儿子的“当兵梦”。

@清晨-SunP：这
个办法简单粗暴，但是
效果真心是屡试不爽，
对老赖确实管用。

@辛毛腿：为什么
爹是个老赖，儿子要被
牵连？

● 7 月 11 日，郑
州最新款的电动车车
牌亮相了，新的电动车
牌照分为“绿牌”“黄
牌”两种，都是“9”开头
的7位数号牌。

@瞬间永恒：我只
想知道，对已有的正在
使用的三轮车如何处
理，是上机动车牌，还
是永远不能上路？

@馒头：要严查严
管 ，不 要 以 罚 代 管 。

（大河客户端 连山
易 徐春晓 整理）

依托纸媒，大河
报致力于以全媒体
矩阵为用户提供更
多资讯与服务，欢迎
扫描下方二维码参
与互动。

□斯涵涵

2017 年 10 月，被称为“史
上最难驾考新规”的新《机动车
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落地
实施后，各地甚至出现“挂科
潮”。然而，记者近日在呼和浩
特市调查发现，驾考难度升级
的同时，个别“神通广大”的驾
校考场却暗地里为考生提供包
过服务，只要花费数千元，就能
在考试现场提供“技术支持”，
大玩潜规则牟取利益。（7月12
日《经济参考报》）

我国实行“最严驾考”的目
的是提高考生驾驶水平促进行
车安全。然而，呼和浩特市驾
校考场却提供包过服务，那些
驾驶技术不达标的考生通过花
钱就能“包过”，意味着“最严驾
考”被“花钱包过”架空。这不
仅给交通安全埋下隐患，也损
害了有关部门的形象，因为“花

钱包过”的背后是监考考官存
在腐败。

“驾考腐败”案例之前多次
出现，一般都是腐败“窝案”。
实施“最严驾考”后，由于考生
通过率降低，变成了相关腐败
人员的“商机”——驾校、教练
借此向考生推销“花钱包过服
务”，监考考官则利用权力保证
过关并从中获得好处。那么，
呼和浩特市究竟有多少考生花
钱通过驾考？有多少教练、驾
校 、监 考 人 员 涉 及“ 驾 考 腐
败”？这些问题值得追问。

所有腐败的出现，都是因
为监督缺失。虽然考试场地内
安装了多个摄像头，且考场中
有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驾驶员考试中心的执法人
员负责全程监督，但记者调查
发现的事实说明，现有监督措

施都是“聋子的耳朵”——摆
设。笔者认为，“最严驾考”只
有配套“最严监督”，才能防止
某些人利用“最严驾考”带来的
通过率降低去获取私利。

首先，应该深入调查严肃
处理媒体“举报”的问题。呼和
浩特有关方面应该及时与记者
联系，了解详细情况，以此为线
索进行深入调查，最好是将涉
嫌腐败的相关人员一个不少地

“一网打尽”。即使记者提供的
信息量很有限，但有关方面可
以调取考试过程音视频资料来
获得证据。应该说有人在考试
现场给学员发技术指令的情
形，相关资料中有记录。

其次，重新建立可靠、“最
严”的监督体系。事实证明，无
论是电子评判还是现场监督都
是失灵的，未能阻止“花钱包

过”。那么，需要重新构筑监督
体系，应该根据驾校考场封闭、
驾驶员考试中心权力集中等驾
考特点制定全新的监督措施，
通过全方位监督去消除死角和
盲区。最好把“驾考腐败”纳入
重点治理对象，通过经常性巡
视巡查形成震慑。

譬如，驾考现场纪检应“在
场”——或派驻专职纪检人员
现场监督，或通过视频直播远
程监督，或经常性抽查驾考音
视频资料。由于驾校考场封
闭，社会监督难以“在场”，所以
纪检监督要发挥关键作用。当
然，现有技术监督等措施也要
充分利用起来。总之，“最严驾
考”需要“最严监督”护航，否则

“最严驾考”徒有虚名，会沦为
“腐败驾考”。

这两天，杭州观成中学的
家长们，陆陆续续收到一封从
学校寄来的信。打开一看，是
一份“家长期末成绩单”。在孩
子眼里，你是不是“好家长”，这
份成绩单一目了然。（7月12日
《钱江晚报》）

在拆开信封之前，不少家
长的内心是忐忑的，都很好奇
自己在孩子心目中，是一个怎
样的家长。果然，看到结果，一
大半的家长都感叹：“怎么和想
象中的不太一样？”

家长成绩单设计得并不复

杂，内容也不多，可是如果想要
得到孩子的A+可就难了，想要
得 到 全 部 10 项 评 价 的 10 个
A+，更是难上加难。家长想要
取得好成绩，究竟难在哪里？

问题在于，平日里家长对
孩子要求多，命令多，唯独放松
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尤其是
在孩子的学习方面，有意无意
地施加种种压力，还美其名曰

“为了孩子好”。所有这些孩子
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在孩子面前，家长首先要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比如父

母自己积极学习，成为孩子学
习的榜样；经常与孩子共同讨
论学习问题，耐心地讲道理；必
要时能为孩子提出建议，给予
帮助；一起积极锻炼身体……
而不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对
孩子高标准严要求，而且不讲
究方式方法，而自己却懒懒散
散，无所事事。这样的家长，孩
子唯恐避之不及，哪里还会让
你得到A+？

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难免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面前
的一条鸿沟，让孩子们承受他

们这个年龄本不应该承受的压
力，而家长们其实也承受同样
的压力。蹲下，听听，看看，意
味着理解和包容，意味着陪伴
和担当，意味着平等相待，这对
于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培养他们对自己学习的
责任心，大有裨益。而父母们
也可以借此克服急功近利的焦
虑感，拉近与孩子们之间的距
离，做孩子们心目中的强者。
这样的话，家长成绩单的得分
也许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家长成绩单”为何与家长想象的不一样？
□郑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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