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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贺心群

杭州市街头的公共自行车。 资料图片

“濮阳、洛阳、许昌陆续都有了公共自行车，就连
永城和上街也不甘落后，这不，漯河市也有公共自行
车了，这让整日遭受堵车之痛的郑州市民情何以堪
啊？现在郑州市区施工路段近百处，很多施工点在
主干道，公交被逼随时变更路线。在交通的‘阵痛
期’，郑州能不能借鉴杭州等市经验，建立公共自行
车租赁系统，缓解拥堵并解决‘最后 1 公里交通问
题’？有了公共自行车，既能实现个人的绿色出行，
又能为郑州解堵做出应有的贡献。”10 月 14 日，大河
网网友“认准了就要说”的帖文引发网友关注和热
议。网友们在呼吁郑州公共自行车尽快上场的同
时，还纷纷对此出谋划策。记者也就此话题进行了
随机采访。

地铁不能直达、公交经常堵车、黑摩的价格高不安全。网友呼吁——

郑州的公共自行车该上场了

快四年了
说好的公共自行车呢

大河网网友“夏雨无声”：别把公共自行
车不当回事。农业路马上也开拆了，经过农
业路的公交车减速就不说了，不知道有多少
还要改道呢。现在的郑州，骑自行车出行最
适合，路堵的话，双手一使劲儿，就可以到台
阶上走人行道，方便着呢。

大河网网友“来一段儿”：确实是这样。
郑州越来越堵，但当初解堵的承诺一直没兑
现。2010 年就有报道说，2012 年年底，郑州
建成区内的公共自行车，配车规模为 2.5 万
辆，取还点约 1400个；2020年，全市公共自行
车配车规模为 10.4 万辆，取还点约 5000 个。
都快四年了，说好的公共自行车呢？

大河网网友“嵩山乞丐”：郑州人多是事
实吧？打造公交都市也是正在进行时。设
立公共自行车恰好是弥补立体交通体系中
空白处的最好途径。

大河网网友“绿城不绿”：近段时间文化
路都快成停车场了。从农业路往南，一堵就
堵到红专路，一堵至少半个多小时，烦死人
了。看着骑自行车的人一个个从旁边的小

道挤过去，真心期待公共自行车能尽早闪亮
登场。

大河网网友“带线的风筝”：郑州现在的
电动车多如牛毛，人员集中的地方，不仅人行
道和盲道被无情占用，现在已经开始往慢车
道上停了。如果还不重视公共自行车，任由
电动车疯狂发展，将来肯定会越来越难管。

大河网网友“不落的红叶”：地铁不能直
达，即使都建成也是这样，公交堵车成常态，
黑摩的是不少，乱要价又不安全。郑州的公
共自行车是时候上场了。

公益项目有爱心支持
后续工作不是问题

大河网网友“牙牙不语”：地铁救不了郑
州，地铁沿线的人才能利用地铁，唯一的解
决措施是公交专道+公共自行车。3 车道以
上的主干道一律划出公交专道，开行快速
BRT，再大量上马公共自行车，达到 120米左
右的公共自行车点全覆盖（即路口和下一个
路口中间各建一个点）。这样人们可以利用
中间快速公交+两头公共自行车的方式解决
出行问题。

大河网网友“伏牛山上草”：郑州人多，

设公共自行车的话布点一定要到位，这是前
提。还有就是做好后续管理和维护工作，保
持公共自行车的持续性，让公益久远，才能
真正造福于民。如果一上了之，最终只能是
伤民。

大河网网友“jsfy8848”：公共自行车是
个需要持续性投入的系统工程，但现在政府
部门的办事习惯是投入一笔钱后就不再管
了，这非常不利于公共自行车的发展。要想
发展好，首先必须给这个系统创造持续的资
金来源，各个站点允许报刊零售、卖个饮料
什么的来补充，不够的话把停管中心划进
去，用机动车的停车收入来保证公共自行车
系统的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来源，支
撑公共自行车系统是毫无问题的。

大河网网友“温柔的滋味”：公共自行车
的后续管理应该不是问题。公益活动应该
鼓励爱心企业参与，可以以捐赠的形式进
行，在大众接受的范围内，有点小广告也没
啥，但一定要把好关。

大河网网友“无助的风”：郑州是一个有
爱的城市，只要是公益号召，肯定会有很多
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并支持的。先把那些懂
修理技术的网友召集起来，组成一个或多个
小组，完全可以把公共自行车的维护工作交
给他们来做。相信他们能够做到最好。

针对网友关注的郑州公共自行车，焦点网谈记
者 10 月 19 日对市民进行了随机采访。

正从地铁紫荆山站走出来的陈先生刚从武汉出
差回来。他告诉记者，他经常到外地出差，在郑州不
怕赶高铁，就怕坐公交。有时候出差回来后等公交，
半个多小时也等不到。要是能有公共自行车就方便
多了，可以骑车直接到别的路口换乘。以后更多的
地铁开通后，更需要公共自行车来方便市民。

郑漂族小肖对公共自行车更是充满渴望。他告
诉记者，由于城中村拆除过多过快，现在只能到城市
近郊租房。住处离单位较远，骑电动车也不现实，而
且没有到单位的直达公交，中间需要走 800 多米后
转乘，再加上经常堵车，想不迟到都很难。他认为，
要是有了公共自行车，一天至少能多睡半个小时，也
不会经常迟到了。

正在紫荆山公园锻炼身体的李先生去年退休
了，他告诉记者，现在的人退休后，身体一般还都很
硬朗，经常外出锻炼、会老朋友。能骑自行车挺好
的，但自己买的话还得找地方放。如果有公共自行
车，他们大多会选择绿色出行方式，既方便又能锻炼
身体，再也不用去跟年轻人挤公交了。

点击事实：“成都一私立中学现场给
学生颁发了 268.9 万元奖学金，有 518 名
学生获奖。其中，最高的一笔奖金就有
2.6 万元。一捆捆现金就这么‘赤裸裸’
地放在学校操场的升旗台上，让大家近
距离地感受到了 268.9 万元到底有多少，
真是土豪中学啊！”10 月 19 日，网友“哼
哼”在大河论坛上这样留言引发众多网
友关注与讨论。有网友认为这是激励教
育的一种创新；也有网友表示这是教育
的一种误导，会让孩子钻进“钱眼儿”。

正方：精神鼓励？跟不上潮流了
大河网网友“面包不面”：这是教育

的一种创新，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了，如
果我们的鼓励教育还仅仅停留在精神奖
励阶段，显然是跟不上社会潮流的。这
种模式可能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不是最
坏的！

大河网网友“琪琪”：多劳多得，多学
多得，要是以前我们学校也这样，我肯定

会好好读书的。
大河网网友“小灰灰”:发个奖学金就

功利了？奖学金的意义，重在奖而不在
金。有付出就有收获,这是应得的，学校
肯自己出钱奖励学生哪里有错了？也许
只有心思复杂的人才会往功利上想吧？

大河网网友“tiger”：如果学生越早明
白知识和金钱的关系，可能会激励他们
吧。毕竟不少人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

反方：现金大奖？会让孩
子钻进“钱眼儿”里

大河网网友“开花的院子”：“赤裸
裸”地将百万金钱成捆地放在学生面前
绝对是一种误导，对于尚未形成“三观”
的孩子是怎样的影响？他们能分辨奖学
金和金钱的差别吗？

大河网网友“去西藏走走”：孩子的
教育是大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学
有所用，而不是为了让孩子赚钱。得到

奖励当然没错，鼓
励学生也没错，但
是 学 习 好 和 金 钱
成正比吗？

大河网网友
“浮躁的人生”：这
样 做 很 有 可 能 让
孩子产生误解，学
习就能赚钞票，书
中自有“黄金屋”！
从 而 在 认 识 上 产
生 赚 钱 才 是 学 习
最终目的的误区，
造 就 一 批“ 向 钱

看”的“钱学生”。
大河网网友“小猪下江南”：个人觉得

这种高额奖金很不好，如果学生们很努
力，可以用其他方式来鼓励学生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高额奖金就能达到这个目的
吗？学生们纯洁的心灵不能被金钱玷污！

第三方：发放奖学金要讲究方式
大河网网友“天天有粥喝”：据我所

知这所学校一年学费都得 3万元，奖学金
自然也就高了，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在
于引导孩子正确认识奖金，鼓励孩子用
好奖金，这样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大河网网友“会飞的鹿”：奖学金只
是一种方式，或许这样做有些高调。建
议发放奖学金，但额度不宜过大。中小
学生毕竟还是未成年人，希望他们能够
懂得学有所用的道理。

大河网网友“小木屋”：学校的出发
点是好的，但是把现金摆在桌子上展示，
这种方式有些欠佳，容易影响价值观的
构建，可以换种方式发嘛。

大河网网友“兔子下江南”：哪个学
校都有奖学金，关键不在于仪式和数字，
我更喜欢把奖学金抵了学费，这样既不
用担心高额奖学金对孩子有什么影响，
又能减轻家长负担。

专家点评

这不是一种好的奖励方式
针对该校的这一做法，郑州师范学

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陈国维 10 月 20 日
告诉焦点网谈记者，只要是学校董事会
的章程有相应的规定，对学生奖励什么、

大河网 10月 19日报道，9岁男孩小乐（化名）10月 18日
随姥爷到平顶山市河滨公园内的动物园游玩，结果被动物园
内喂养的黑熊咬断右臂。有目击者称，事发时男孩自行翻越
护栏，在熊舍前喂食黑熊时，黑熊通过破损的防护网将男孩
右臂咬断。

近几年，动物园动物伤人的新闻犹如“熊出没”一般不
断出现，这让人们在看到动物伤人的同时，也为此类事情
的屡屡发生而感到伤心。

伤感之余，突然想起正在上映的动画片《光头强》。在这
部动画片里，有熊大和熊二，还有一个光头强。光头强和熊大
和熊二是死对头，只不过光头强手里的猎枪形同虚设，每一次
跟熊大和熊二的战斗中，抱着猎枪的光头强总是失败者，不是
因为猎枪质量有问题，而是光头强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认为
有了枪就万事大吉，结果总被人找到漏洞，乘虚而入。

实际上，动物园就是这个光头强，而笼子和防护网就是他
们手中的枪，问题出在他们有了“光头强”的思想。

动物园是一个生命聚集的地方，安全问题一丝也马
虎不得，务必要把各项安保措施落到实处。其一，对于烈
性动物要加强科学的驯养，达不到标准就不能展出。其
二，对于处于求爱期、孕产期、哺乳期的动物，也要给它们
放个假，不参与展出。其三，对于笼舍的锁头、笼舍需要
经常检查，及时排除隐患。其四，动物的笼舍，应该保证
游客和动物都伸不进和伸不出手掌。最为重要的是，现
场必须有安保人员执勤，发现问题及时制止。

孩子被狗熊咬断了一只胳膊，罪在孩子太鲁莽，罪在
家长太疏忽，但园方和监管部门岂能只是一个思想有问题
的“光头强”？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大河网网友“xunmeng0908”：商水县大武乡固现村村
西头，打井承包者糊弄百姓造成豆腐渣工程。一口井需要
打 30 米，打完井眼在里面安装上水泥井管，在井底水泥井
管周围要填上 8 米深的碎石子。这样的井由于石子的作
用，井下的泉眼才不至于被封住，并有足够的存水空间，保
证农民浇地时不被抽干。但是打井承包者却在安装好水
井井管后，在井管周围不但不填石子，还在井下 2米左右处
使用胶管围在井管周围，在胶管上方填极少量的石子糊弄
村民。这样的井村民是无法使用长久的，天气稍旱一点，
井下的水很快就会抽干，导致水井成枯井。

主持人语：政府为了农民抗旱拨付专项打井资金，但
同时更应该狠抓工程质量，以保证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希
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核实网友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应
要求施工方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承担相关责任，保证村
民浇地用水。

商水县固现村抗旱井质量差

记者调查

要是有公共自行车
我每天至少能多睡半小时

网聚观点

外国游客骑着公共自行车游西湖。 资料图片

焦点辩论赛

咬断孩子胳膊的
不是狗熊是漏洞

□郭元鹏

给中学生发“巨奖”，鼓励还是误导？
□本报记者 王 佳

扫描二维扫描二维
码参与互动码参与互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栏目主持人 张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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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多少由学校确定，这无可厚非，符合国际私立学校的惯例，
也是一种教育国际化趋势。

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内部激励比外部激励的效力更
大。同时，过高额度的外部奖励，某种程度上会损害学生的
内部学习动机，激励的效果会适得其反。通常，对学生进行
必要的激励、奖惩比对其不闻不问有更大的教育作用，并且
激励一定是要针对个体的需求才有效。因此，对于中学生
来说，精神的鼓励要优于物质奖励。该校这种以现金直接
冲击视觉的形式，对于中学生来说，不是一种好的奖励方式。

他同时表示，教育工作者对中学生这一年龄阶段的奖励，
要坚持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在奖励
形式方面，要注重学生良好品德的培养与塑造、心理健康的维
护和成就动机的激发。

连日来，洛阳市老城区地方税务局深入学习贯彻省

地税局“大谈访”活动精神，努力建好“六个地税”。

洛阳老城区地税局先后多次召开党组中心组学习会

议，专题学习省地税局大谈访活动的相关文件、省地税局

纪检组组长刘长青在洛阳宣讲会上的重要讲话。该局党

组书记、局长李晓洪表示，大谈访活动把省局党组决策精

神送了下来，特别是对“六个地税”建设思路进行了宣讲，

为今后工作指明了目标和方向，坚定了实现地税事业美

好愿景的信心和决心。全局干部职工要紧紧围绕省局的

部署和要求，凝心聚力，尽职尽责，为地税事业的发展贡

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就如何贯彻落实好大谈访活动精神，该局明确提出

了具体要求。

狠抓“八条禁令”、“九项要求”的落实，树立风清气正

的崭新地税形象。深入开展“八条禁令”、“九项要求”落

实情况的自查自纠，主管领导和各职能科室要负起责任、

做好督察；严查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态度恶劣的人和事；

结合各级明察暗访，严厉查处顶风违纪、不作为、乱作为

等情况和现象，决不姑息迁就；建立严抓工作作风和廉政

建设长效机制，从早、从小、从细抓起，清除不良风气、习

气滋生的土壤。

狠抓组织收入工作，确保税收工作运行机制健康稳

定发展。做好税收大分析工作，做到收入预测准、税源底

子清，把牢组织收入工作主动权；坚持依法组织收入，确

保应收尽收；在强化征管、信息管税、堵漏挖潜、严厉打击

偷逃税行为等方面上下工夫，认真抓好每项征管举措的

论证与实施；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人力、物力、财力要向征

管和服务一线倾斜，关心关爱基层同志，调动全局干部职

工的积极性，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组织收入任务。

深入推进“六个地税”建设，为地税事业科学发展尽

好力。进一步抓好省局“六个地税”建设思路的学习和研

究，把握实质和精髓，严格省局的统一部署，抓好每一项

工作落实；结合区局实际，按照省局“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的要求，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研究制订符合老城区局

特色的“六个地税”建设方案，通过翔实的举措抓好落实，

为推进全省税收现代化贡献最大力量。

发扬“厚德善行”作风，打造一支廉洁阳光的地税队

伍。围绕区局年初制定的“厚德善行守规矩”文化主题，

坚定不移地践行“和谐爱岗遵好纪、恪尽职守收好税、敬

畏人民服好务”的局风局规，通过“十常五知”即，常领人

常育人而知“善”、常学常敲而知“规”、常谦常敬而知

“孝”、常微常慎而知“廉”、常督常审而知“矩”，引导干部

职工崇尚真善美、廉洁守规矩，努力打造一支“立德守德、

敬廉行廉”的地税队伍。 （寇瑞晓 周勇）

贯彻“大谈访”精神 推进“六个地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