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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人设公交站点”令人暖心

小学教室配午休床
虽难复制但也需思考
杨玉龙

上学时你午休都是怎么睡的？近日
广东深圳一段小学生在教室午休床上休
息的视频在网上走红，引来众多网友的羡
慕和点赞。深圳这所小学的抽屉式床铺
全部被安装在教室里的墙面上，一到午休
时间，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将课桌椅聚
拢到教室中间，再把墙面上的“床铺”拉出
来，教室立马就变成了孩子们的休息室。
（3 月 27 日《人民日报》）
学生在教室里午休，
基本上是趴在桌子
上，
这是多年的
“现象”
，
我们也习以为常了，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家里几辈人在学校里读
书都是这样休息的。猛一见到学生能躺在
教室里睡觉，自然让人觉得开心，获得点赞
是必然的。但不少人说，这很难复制，即便
是如此，我们也该思考，教育需要更多的投
入，
学生才能拥有更高质量的校园生活。
学生趴在桌子上睡觉，其实是迫不得
已的事，因为教室里能够利用的就是桌子
了。但这么睡，显然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极
易导致手关节、颈椎、腰部出现损伤。有的
学生怕身体受伤，中午干脆不休息，这又会
影响到下午的学习。学生趴在桌子上睡觉
不健康的道理谁都知道，却一直都无力改
变。深圳这所小学改变了，不过，是有条件
的：其一，班级学生人数少；其二，教室空间
大，经过改造就能够实现了。当然，还有一
个前提条件，就是教育者能够替学生着想，
能够将学生的健康放在首位。这是最为关
键的。对于这种躺在教室里睡觉的方式，
对
于多数学校来说，
的确是难以复制。教室没
有那么大的空间，有的班级人数太多，连座
位摆放都很困难，
有的教室连讲台桌都要抽
掉了，
因为学生坐不下了。在这样的条件下
让学生在教室里躺睡，
只能是奢望。
小班化已经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班级授
课方式，
许多学校也已经做到了，
小班化教育
的好处在于能够让学生更容易受到优质教
育，
但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教室空间变大了，
学生在教室里躺着睡觉能够实现。应该说，
随着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
班级学生的人数
也变得稳定了，
像以前一个班级动辄六十个
的已经不多见了。现在一个班级的学生人数
多在五十个左右，
可即便是如此，
想要实现在
教室里躺着睡觉，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不难发现，现在学校的条件在不断改
善，
有的学校甚至可以用
“豪华”
来形容，
但多
是民办学校，学校的收费也挺高的，不是普
通学生能够上得起的。这并不意味着普通
学生只能趴在桌子上睡觉。校园生活需要
不断提高质量，让更多的学生在学校里，能
够读好书，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校园生活，
不但可以吃得有营养，
也可以休息得好。有
老师抱怨，解决了学生的午餐，又要解决午
睡，
学校到底是要教书，
还是还要当
“保姆”
？
这话实在有失“教书育人”的水准。老师既
要教书，
也要让学生生活得更好。这并没有
矛盾，只因为以前条件不是很好，才导致我
们对学生的生活管得不多。但这并不是说，
老师可以无视学生的吃饭和午休。
教育是不断发展的，学校不只是对学
生的学业负责，健康和生活同样也该给予
关爱。这也是教育的责任所在。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下载客户端
扫描二维码

云集一端 报览天下

E-mail:ccwbccsp@163.com

主编/责编 沈长佑 美编 杨石 校对 段文云

“

媒体观点

□ 王军荣

2021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一

“为个人
设公交站点”
让社会充满
温暖。正如
有网友表示，
“暖 心 的 服
务，
点亮整个
童年”“爱心
公交，
温暖人
心”……确如
其言。想必，
这个公交站
点必然会点
亮这位孩子
的人生路。

3 月 26 日下午，在新站点下车的轩轩（化名）开心
能够切实解决现实问题，且满足设立临时站点的要
地说：
“ 以后下雨，外婆再也不用跑那么远给我送伞
求，就不妨多些为个人设置的公交站点，而这也彰显
了，她在家门口就可以接我。”常德市武陵区东江街道
出公交的社会使命担当。
青年路东段公路边，有两个 18 路公交临时停靠点的
梳理媒体报道就会发现，类似的暖心之举并不稀
站牌，这是为了 7 岁的轩轩而设立的。这也是常德市
缺。在济南市商河县就出现过为一个人设立的“专属
公交公司成立 53 年来，首次为个人增设公交临时停
好车站”。该市民是一位老人，因病需要每周定期去
靠点。
（据 3 月 28 日 《潇湘晨报》）
县医院透析，其住的地方，正好处在 2 个站牌中间，去
这样的新闻的确令人很暖心。据悉，公交公司之
临近的站牌，需要走 1 里路左右。在相关部门的共同
所以为这位小乘客增设临时站点，不是因为他有“特
努力下，从 2018 年 6 月 9 日开始，该市民有了自己的
权”，而是因为其“特殊”——轩轩的母亲在他 3 岁时去 “专属车站”
。而这，
同样值得点赞。
世，父亲离家多年，轩轩由外婆独自抚养长大，如今外
当然，
“为个人设公交站点”难免会影响到其他市
婆身体不适，他只能自己上学，而轩轩的家到公交站
民。毕竟，增设临时个人公交点，难免会增加其他市
点这段路，不仅狭窄车流量还大，且附近乘客也较多， 民的出行时间。故此，针对这件事，一方面，需要公交
符合设立临时停靠点的条件。
公司在设置临时站点方面实事求是，科学设置；另一
“为个人设公交站点”彰显了以人为本。当然，其
方面，也应该尊重民意，多倾听群众的意见。从公众
背后的部门之间联动，
同样值得点赞。比如，
常德市社
的角度来讲，也应该理解一些特殊人群的特殊需要，
会救助事务中心工作人员，
得知轩轩的情况后，
便给常
对此多些宽容与谅解。
德市公交公司发函，
请求增设公交临时停靠点；
而常德
“为个人设公交站点”让社会充满温暖。正如有
市公交公司为此进行了实地调研。若不是，两家单位
网友表示，
“暖心的服务，点亮整个童年”“爱心公交，
的尽心尽责，
这样的暖心公交站也就不会面世。
温暖人心”……确如其言。想必，这个公交站点必然
其实，公交公司运营就应该多些这样的人性化举
会点亮这位孩子的人生路。不过，即便这样的事件令
措。终归来讲，公共交通是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是
人暖心，但对于个人而言，也应该多些为他意识，也就
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事业。于此，对于一些特殊
是说，如果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没有必要让公交公
群体面临的特殊困难，就需要特殊举措来保障。只要
司为自己单设临时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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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病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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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
布了一批车企的汽车召回计划。
4 万余辆因安全隐患实施召回的
车辆中，纯电动新能源汽车超过
33000 辆。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中，新能源汽车被列
为“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之一。记者调查发
现，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中，
“产
品指标注水还甩锅客户”
“企业还
没卖一辆车市值就几千亿”等问
题逐渐凸显，
“虚假宣传”
“虚火过
旺”已成为制约行业进一步健康
发展的隐忧。
据新华社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点评：核心技术“吹”不出来，行业“虚火”不是真火，新能源车行业要
实现长足发展就要“挤泡沫”
“降虚火”，多层次、
多方面地提升经营、
治理
效能。监管部门应对资本市场针对新能源车行业的“泡沫操作”保持高
度警惕。
——业内人士

拟禁用充电宝”的城市管理“跑偏”了

“

戴先任
对于城
市管理者来
说，
要在乘客
安全、公共安
全与公共服
务质量之间
寻找到平衡
点，
尽量做到
兼顾，
而不能
“跑偏”。

3 月 26 日，西安市交通运输局在官网上发布《西
安市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征求意见稿)》，即日起
至 4 月 1 日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拟禁止“在车站、
列 车 上 使 用 移 动 充 电 物 品 ”引 起 了 西 安 市 民 的 注
意。(3 月 28 日红星新闻)
乘客在地铁内使用充电宝充电，引发充电宝冒
烟、着火等问题发生过多次。在 2019 年，西安地铁就
发生过乘客充电宝冒烟事件，事件导致乘客被紧急疏
散。正是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国内有多个城市地铁
对充电宝出台了相关的限制规定。比如 2017 年，武汉
规定，乘客携带容量之和超过 2 万毫安的充电宝、
锂电
池将被禁止搭乘地铁；2019 年，昆明规定，乘客乘坐地
铁，充电宝须随身携带，累计不得超过 2 个(含)，且单个
容量不超过 2 万毫安(含)，违规者将由公安机关依法处
理;2020 年，深圳地铁禁止乘客携带 2 万毫安以上充电
宝(锂电池)进站乘车……乘客使用的充电宝一般都没
有超过 2 万毫安，这样的规定还让多数乘客能够接
受。而此次西安则直接规定禁止使用充电宝，这就不
免让乘客质疑此举有“一刀切”
之嫌。
地铁是乘客的重要交通工具，乘客单次乘坐时间
可能长达一两个小时。在乘坐地铁时，手机就可能出
现电量用完等情形，而在这个移动支付时代，手机的
重要性无庸赘述，人人皆知，而且乘客乘坐地铁很多
都是使用扫码支付，一旦手机没电，还可能导致难以
出站的尴尬。所以，地铁“一刀切”禁止乘客使用充电

宝，就显得有失偏颇，没能充分考虑到乘客的需求，可
能给乘客带来不便。
其实，在地铁使用充电宝出现自燃或冒烟等安全
事故，
问题出在充电宝的质量上，
不管是发生在地铁车
厢，还是其他公共场所，都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
当然，
像地铁等公共场所人员密集，
公共管理者对安全
问题严防死守，
无可厚非。但问题的关键是，
要能严防
充电宝安全问题，
就要从源头抓起，
要抓好充电宝的质
量问题，需要监管部门加大对厂家的监管，严把质量
关，而禁止地铁使用充电宝，则颇有“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
的意味。当然，
严把充电宝的质量关与地铁是否禁
用充电宝，是两码事，要一码归一码，但禁止地铁使用
充电宝也有失人性化，
给乘客带来很大不便，
这样的规
定值得商榷。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
也宜疏不宜堵，
如
有必要提醒乘客尽量避免在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使用
充电宝，
也有必要加大人员巡查力度，
对于充电宝出现
冒烟、
自燃等问题进行及时处置，
但不宜
“一刀切”
禁止
使用充电宝。
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要在乘客安全、公共安全
与公共服务质量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尽量做到兼顾，
而不能“跑偏”。城市管理、公共管理本质上是人的管
理，不能偏离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的本位，不能
只图管理方便，而罔顾了人性化服务，降低了公共服
务质量，要在最大化照顾公众权利的前提下，实施管
理，
这样才能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