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玉龙

每到周末，众多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室内便座无虚席，五六

年级的小学生，一边揉着眼睛听课，一边时不时打着哈欠；而

教室外，许多家长在休息室内百无聊赖，靠玩手机、看微信打

发时间。为了陪孩子上这些小升初的培训班，家长们一等就

是一整天。

许多家长热衷于将孩子送进培训班，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

了提高孩子的升学竞争力，挤进初中“名校”。即便花再多的钱，

耗费再多的精力，哪怕不成功，也愿意在培训上押一下“宝”。毕

竟，培训班有一定的“实力”，并且不少的“成功者”都出自其中。

当然，小升初培训的火爆，并非一时一地的现象，媒体早

些年就报道过，相关部门也提醒过，但是其效果如何呢？由于

许多家长的盲目攀比，加之培训机构的招生有道，以及教育主

管部门监管的失察与疲软，校外培训机构的火爆程度有增无

减。与之相伴的，不仅是数目不菲的培训费，动辄成千上万，

而且孩子们真的很累，许多家长也不轻松。

这样的培训，要说一点用也没，肯定有失偏颇。但是这样

的“疯狂”培训，对孩子的成长肯定弊大于利，因为其违背了孩

子的成长规律。一则孩子毕竟是孩子，其精力终归有限，重压

之下孩子只好“被自愿”，但其心底仍是“不自愿”，只是为学而

学，根本没有乐趣而言。二则短期的灌输式学习虽说能快速

提升成绩，但是最终结果或许恰恰相反。即便能进入令人羡

慕的学校，这些“苦”也只有孩子自己默默承受，对其健全人格

的培养或许就是“败笔”。

对于培训热，我们不能光说许多家长充满了浮躁和焦虑，

其实教育管理部门也应该从中反思——现在的义务教育究竟

出了什么问题。尽管教育管理部门多次发文强调，义务教育

免试就近入学，然而现实中由于受教学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及

家庭条件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择校热、选学热依然是许多家长

的被迫之举。

教育的本意，应该是教化、育人，在于尊重个性、因材施

教、因势利导、启迪智慧，从而让每个人都获得应该获得的

教育。所以，做好教育资源供给侧改革，尤其是规范义务教育

阶段办学秩序，是疏解小升初培训疯狂乱象的根本。让每个孩

子都能得到均质化的教育是家庭的寄托，更是孩子们的幸运。

许多家长之所以热衷于疯狂培训，其实是对当前教育现状表现

出的无奈和纠结。为了孩子们都能健康成长，义务教育必须纠

偏。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必须真抓实做：一方面当为均衡教育、

素质教育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缩小校际之间、城乡之间的教

育差距；一方面当明察暗访，对症下药，重拳出击，打击不规范

的办学行为，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办学秩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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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坎坷”谁人能懂

□文/图 本报记者 刘新平

难以逾越的障碍

由于患过小儿麻痹症，郑州市年近
六旬的孙先生，几十年来只能靠轮椅代
步。虽然说行动不方便，可孙先生还是
凭借自己的能力，自食其力。他靠给人
维修自行车，维持着一家的生活，养大了
自己的儿女。这两年来，女儿已经成家，
他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改善了些。随着年
龄的增大，他觉得再干维修自行车的活
儿，已经力不从心了。所以，在老伴和女
儿的劝说下，孙先生准备清闲下来，安心
地颐养天年。

生性开朗的孙先生，每天都喜欢出门
转转。不转不知道，一出门老孙才切身地
感受到，依靠轮椅代步的他，有着诸多的不
方便。“以前忙着修车，家里店里两头忙，没
觉着有啥不方便。现在闲下来了，想好好

享受生活，才知道啥叫寸步难行了。”孙先
生之所以发出这种牢骚，是有原因的。他
的家离金水河不远，一遇到好天气，他就想
到金水河畔的滨河公园去玩玩。可是，好
不容易到了滨河公园，却发现他的代步工
具——轮椅根本进不去。原来，每一段滨
河公园的入口处，都有不锈钢的栅栏门，栅
栏门虽然不高，但是入口却很狭窄，而且还
要拐弯抹角地转几个身才能进去。而这对
于老孙来说，就好比铁将军把门，把他给拒
之门外了。

他与公园管理员理论过，可人家比他
更有理：“把门弄成这样，就是为了防止有
些不自觉的人，在滨河公园里面骑自行车、
电动车。在公园里玩的，老人、孩子比较
多，万一碰着谁了，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

“门口修成这样，那不是明摆着不让俺
们这种腿脚不利索的人进吗？”孙先生这样
跟人家争辩。

“我们只是在这里打工，门修成啥样是

上边的事，你跟俺们吵管啥用？”听到这样
的解释，孙先生没辙。

“你要实在想进去玩，要不俺找几个人
把你抬进去？”公园管理员态度倒是挺好。

“我天天来，你能天天抬？”孙先生的话
里没好气儿。一赌气，孙先生坐着自己的
电动轮椅回家了。

滨河公园进不去，到街心公园或广场
公园去玩吧。反正是电动轮椅，远点也不
怕。但跑了几个地方，孙先生又泄气了。街
道边二三十厘米高的马路牙子，又成了将他
拒之门外的一道坎，孙先生的电动轮椅根本
上不去，于是他也不去广场公园玩了。

“修滨河公园、建广场绿地，本来是让
广大市民都能去休闲、健身、游玩的。在修
建的时候，可不可以考虑得周全一些，以人
为本一些，我们的腿脚不好，但俺也是老百
姓的一员，俺也有权去那里面享受享受。
许多地方不是门搞得曲曲弯弯的，就是路
边的台阶搞得高高的，明摆着是在难为我
们嘛！”每每说到这些，孙先生都是一肚子
的不满。

时断时续的盲道

晚上10时多，前两天下的雪还没有完
全融化，偶尔残存的雪堆透着初冬的寒
凉。郑州市红专路上，李先生在路灯下的
非机动车道上踯躅而行，手中的盲杖有节
奏地敲击着地面，更衬托出夜的宁静。来
往行驶的机动车、电动车，让许多人为李先
生的交通安全担心。

李先生是郑州市某按摩店的技师，每
天上班的时间是下午 4 时至夜里 10 时。
虽说这个时间点并非交通高峰，但对于一
个盲人来说，走夜路的艰难和白天没有多
大区别。甚至，只要一行走在路上，就会让
李先生心里感觉不爽。

“实话说，国家挺照顾我们这些残疾人
的，不仅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维护我们的

合法权益，而且我们也经常受到交警、路人
的帮助，尤其是在城市道路的人行道上还
专门为我们盲人铺设了盲道。”说起盲道，
李先生的话里充满感激。

但语气一转，李先生的话中又透着些
许烦恼：“盲道虽然铺了不少，但是好走的
没有几条。现在城市的人行道，很多都快
成停车场了，白天是自行车、电动车占着，
晚上盲道上有的停了汽车，啥时候我都没
有从盲道上顺顺溜溜地走过。没有办法，
很多时候，我只能在非机动车道上走。我
知道这样不是很安全，但又有什么办法
呢？”

“即使没有自行车、电动车、汽车占压，
有很多盲道还是一样没法走、不敢走。因为
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有一个电线杆，或一个
斜着拉的一根钢绳，就把你给绊倒了。还有
的地方，不是这里塌一块，就是那里鼓个疙
瘩，碰上这种盲道，我们只能挨摔。所以为
了方便，我们还是经常走非机动车道，让骑
车、开车的行人主动避让我们。”

其实，让李先生感到最不方便的，还不
是和非机动车同行一个道，而是过十字路
口、横穿马路的时候。

“我们看不见红绿灯，只能在路口等，
很多时候需要等好心人扶我们过去，要么
是凭感觉，听着有许多人路过，我们与他
们一起过。”说到过十字路口、横穿马路，
李先生显得非常地无奈：“在一些路口，红
绿灯有语音提示，这让我们方便了不少。
可遗憾的是这种带语音提示的红绿灯太
少了。还有，就是在白天，周围噪音很大
的时候，红绿灯的提示音我们就不容易听
清楚。”

“横过马路时，哪些地方有斑马线，哪
些地方有隔离栏，我们不知道。只要是不
常去的地方，除非有好心人扶，要不然我们
根本就没法过马路。”夜色中，和李先生一
路聊，知道了他们的不易，更明白了他们的
期盼。3

义务教育须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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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4年了，
何时才能住进回迁安置房

14│舆论关注

2012年 11月 19日，郑州市二七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
室下发《京广北路以东、中原路以北综合整治项目房屋征收补
偿方案》，将我家的房屋纳入了征收范围。

我响应政府的号召，于2013年 1月 9日签订了《征收住
宅房屋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根据安置办法，对我应该进
行原区域高层期房安置，产权性质为商品房，过渡期为36个
月。可是到现在，我们都等了快4年了，回迁安置房也没有开
工建设的迹象。

我们被拆迁的居民，许多人上有老、下有小，有的孩子已
经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亟须新房。由于回迁安置房迟迟没
有开建，许多人都长期居无定所，不仅一家人的生活受影响，
自己的工作受影响，更主要的是孩子的上学也很受影响。加
之最近这一段时间房价飞涨、房租飞涨，许多人在外面租房都
快租不起了。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我们这些拆迁户才能住
进回迁安置房。3

郑州市二七区原西中和路33号居民 郝先生

近日，笔者在一些农村走访，发
现许多村设立的阅报栏竟成了摆
设。有的阅报栏橱窗上的铁锁锈迹
斑斑，有的阅报栏橱窗上的玻璃被打
破了，有的阅报栏橱窗里原本可以张
挂四张报纸现在却只张挂了一张，甚
至有的阅报栏张挂的报纸日期竟然
是一个多月前的。

据一些村民反映，每年村里花费
数千元征订来的报纸，大多堆放在村
干部家中，不是被当作废纸给卖掉，就
是被村里的妇女要去包东西了。众所
周知，在农村设立阅报栏，其目的是方
便广大农民朋友看报读报，了解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农业科技知识，
掌握市场信息。可以说，阅报栏是农
民朋友学政策、学科学的重要窗口。

然而，眼下的事实却是，不少农
村建的阅报栏不张挂报纸，即使订了
报纸又不及时张贴，许多阅报栏闲
着，完全成了摆设，成了名副其实的

“月报栏”。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令
人痛惜。有鉴于此，笔者想借党报一
角呼吁，各村的党支部、村委会一定
要重视农村阅报栏这块宣传阵地，建
好、管好、用好阅报栏，按时张挂每天
的报纸，使之真正成为农民群众的良
师益友。3 （廖卫芳）

省道330是一条连接西华县逍遥镇、址
坊镇和漯河市区的主要道路。日前，沿途群
众向本报反映，这条路西华段损毁严重，给周
边群众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11月15日，记者驱车全程体验了一下这
条群众口中难走的“麻脸路”。记者的车辆刚
出县城，就在省道329与省道330的交会处遭
遇了“埋伏”。只见道路中间出现多处大的坑
洼，深可没膝，过往的车辆只能纷纷绕行。

继续沿省道330前行，一过逍遥镇，路上
的坑洼就逐渐增多，人在车里如同坐过山车。

路面上，“大坑连环套，车辆躲避忙”，为了躲避
大坑，车辆大多蛇形前进，行驶速度较慢。短
短十几公里路段，走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沿途
至少发现三辆过往车辆由于底盘被磕碰，停靠
在路边维修。

沿途的群众告诉记者，此路这种状况已经
多年了，由于缺少维护，路况太差，车辆事故频
出。如果遇到雨雪天气，道路更是难走，已经
成了当地群众出行的一块心病。他们呼吁有
关部门尽快修修这条“麻脸路”，让它早日成
为坦途。3 本报记者 翁韬 摄

阅报栏莫成“月报栏”

省道330西华县段“麻脸路”何时成坦途
乡村旅游要突出乡村特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无论
是推动脱贫攻坚，还是加快旅游发展，
旅游扶贫都是一招好棋。乡村旅游可
为人们提供更多走进绿色、融入自然、
享受休闲生活的生态化空间，前景广
阔，值得期待。

然而，近几年兴起的某些乡村游，
却暴露出很多硬伤。一些地方野蛮开
发、低端建设，忽视对乡村旅游内涵的
打造，失去了真正吸引游客的气质内
涵。一些乡村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在设
计初衷上只是为了打造形象“名片”，而
缺乏长远的市场构建和经营主体的培

育，最终成为难以持久运营的“空壳景
区”。还有一些乡村，其实搞的就是一
些农家饭馆，同质化、低端化。

乡村旅游必须因地制宜，突出乡村
特色，体现乡土性、体验性、休闲性。要
针对乡村旅游点多、面广、线长的实际，
以农业为基础，以休闲为目的，以服务为
手段，以城市游客为目标，细心挖掘、整
理、开发，充分利用乡村自然环境、农林
牧渔生产、民俗节庆、民族风情、村落古
镇、农家生活等资源，满足游客观光、休
闲、娱乐等需求，让游客能寻找到乡
愁。3 （盛人云）

滨河公园的栅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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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洛阳瀍河区纪委加大反腐倡廉力
度，突出重点工作思路，努力营造风清气正新环
境。强化工作措施，深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通
过开展廉政读书、观看廉政戏剧等活动，渗透勤政
廉政意识。充分利用宣传载体，构建风清气正发

展新环境。通过“瀍河区纪委”微信公众平台，加
大宣传教育力度。突出廉政教育主题，营造反腐
倡廉好氛围。编印下发《主体责任深化年学习手
册》千余册，印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解读卡
等，运用形象的解读来增强学习效果。 （霍颖莹）

洛阳老城区安监局突出重点，狠抓拆迁改造
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一是注重宣传。重点汲取
其他地区房屋坍塌事故教训，通过标语、横幅等
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二是注重排查。由辖区办事
处分管领导全面负责、社区人员参与的模式开展

危房排查工作，重点做好拆迁范围内的危房24小
时监管；三是注重现场管控。在进施工现场入口
处、在建筑物入口处，起重机工作区、电焊工作区
等都要设警示标志，确保拆迁区域安全施工。

（周乐乐）

为提高基层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信阳供电
公司利用周日的时间培训基层服务人员。一是开
展市、县农电工全员轮训。统一培训标准和考试
模板，完成市、县2666名农电工的业务培训工作，
提升服务水平。二是开展各级管理层培训。每周

营销部重点分析管理不到位引发的客户投诉，多
渠道督促员工查找管理漏洞，及时改进。三是结
合新下发的《国家电网公司 95598客户服务业务
管理办法》，对重点服务人员定期轮训，提升核心
管理人员业务管控能力。 （甘仁伟）

许昌襄城县人民法院结
合法院审判、执行队伍建设实
际，努力提高干警队伍素质，
增强干警责任意识，采取多项
措施不断强化纪检监察监督
责任，收到良好社会效果与法
律效果。

从严消除不正之风，该院
纪检监察部门以各种学教活动
为契机，抓好纪律条规和规章
制度的学习，通过开展演讲比
赛、廉政知识竞赛、上廉政课、
重温入党誓词等丰富多样的
举措，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引导干警自觉遵守司法廉洁
制度和法官行为规范，消除滋
生不正之风的思想根源。从严
监督规范用权，进一步落实党
组主体责任，结合“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的开展，深化干警对

党章党纪等的学习，规范法官
的审判权、执行权，加强对重
要岗位、重点部门的监督。通
过给干警家属发送手机短信
等方式，帮助干警家属做好

“廉内助”，将干警的勤政廉政
氛围延伸至“朋友圈”，以清廉
家风促司法廉洁和司法公
正。从严查处强化惩戒。加
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力度，通
过向当事人发放廉政监督卡、
公开廉政监督电话、回访案件
当事人等形式查找问题线索，
对涉及违纪违法的，严格按照
党规法纪进行严肃处理，并公
开处理结果，决不手软。真正
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努力做到让干警“不碰底线、
不踩红线”。

（王洪亮 姚蔚云）

近年来，新乡凤泉区检察院始终坚持把化解涉检矛盾纠纷、维护
稳定摆在突出位置，工作中通过积极排查、强化领导、风险评估、检察
长接待等多项措施，打牢涉检信访基础，取得良好效果。该院以化解
矛盾、定纷止争、促进和谐为工作重点，深化涉检信访排查化解工
作。通过开展下访巡访活动，听取群众诉求，排查化解涉检信访，确
保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由于关口前移，今年该院受理
群众来访数远远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该院业务部门做好风险评估工
作的同时，院案管中心对办案质量开展经常性的评查，评查结果一季
度一通报，防止因案件质量问题引发涉检信访。对工作中不负责任、
造成涉检信访的，从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做到事前防范，有效防
止了涉检矛盾纠纷的发生。该院检察长接待和院领导参与接访是有
效化解涉检矛盾、提高息诉能力的重要手段。成立了以检察长为组
长、班子成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共同参与的涉检矛盾纠纷化解领导小
组，高度重视信访接待工作，严格按照检察长接待时间表参与接访，
对于重要来访随时接待。同时，为切实做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
事，最大限度地消除涉检信访隐患，做到院领导全部参与接访，及时
做好涉检矛盾纠纷的化解息诉工作。 (娄苑)

多举措打牢涉检信访基础

“精审判、严管理”狠抓纪律作风

多措并举强化廉政宣传教育

信阳供电公司培训基层服务人员

洛阳老城区强化拆迁区域安全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