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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宇轩

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
芦山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部
署下一步抗震救灾工作。 在观摩当地
学校的音乐课时，习总书记说，青少年
要敢于有梦。从《西游记》到凡尔纳科
幻小说，飞船、潜艇今天不都有了吗？
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
能梦想成真。（5月22日《人民日报》）

青年有梦，则国有梦。“使举国之
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

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在实现“中
国梦”的征程中，青年担负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
春，人生之华。于青年人而言，困难和
磨砺是照进梦想的明灯；挫折和考验
是指引梦想的灯塔。只有青年的梦成
真了中国梦才能实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事业的进步，
青少年也拥有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正如总书记说的 “青少年要敢于有
梦 ，有梦想 ，还要脚踏实地 ，好好读
书，才能梦想成真”。这娓娓道来的呵

护与关爱， 是助青少年起航的暖风，
更是鼓舞他们乘风破浪的希望！

“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是关怀，更
是对青少年珍惜韶华、奋发有为的殷
切期盼和争当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
栋梁之材的美好愿景。“欲言国之老
少，请先言人之老少”，青少年是祖国
的希望、民族的希望，青少年一代有理
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 青少年需
时刻谨记“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

任，乐于作为、敢于作为、善于作为，挥
洒激情努力奋斗，释放热情顽强拼搏。
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留下一个充实、
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
一泻汪洋。“敢于有梦”， 是对时代责
任的勇于担当。广大青少年更要勇敢
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锻造
青春梦想，用汗水和智慧铸就一个意
气风发的青春中国。

“青少年要敢于有梦” 张翼

超载是公路的“头号杀手”。有数
据显示，一辆核定载重5吨的单轴双轮
货车，如果超载至20吨碾压公路一次，
相当于装载5吨碾压公路65536次，超
载之害，可见一斑。

超载之祸，首先是源头之害。有人
曾经如此形容中国汽车市场，国外品牌
在乘用车市场吃香，但运输车辆却“挺
不起腰杆”， 原因是国内运输车辆经过
改装后可“多拉快跑”。国内不少运输车
辆生产厂家，为争抢客户，将大吨位车
出厂时核定为小吨位，且购车首付门槛
低，车主为早付清余款，大肆超限运输。

车辆私自改装之乱， 也是超载的
源头之一。超载车辆经私自改装后，将
运输潜能发挥到极致， 不惜以损害国
家利益为代价谋取一己私利。

运输市场的混乱，是超载屡禁不止
的另一原因。 运输市场运价长期走低，
诸如油价、配件、维修等运输成本却逐
年上涨，市场的无序竞争，形成越超载
运价越低，越低价越超载的恶循环。

执法力度不强，执法手段落后，让
治理超载难以取得根本成效。目前，个
体运输车主出现了公司化运作的端
倪，几十、上百个体车主集结一起，形
成集团，采取集体冲关、用车带路、出
钱请人了难等办法对付路政执法；而

现有机制下，路政执法力量单薄，手段
落后，方式单一，无法对愈演愈烈的超
载现象形成震慑效果。

自长沙市宣布全面禁止河道采砂
后，外地砂石大量涌进长沙。长沙县境
内国道107线便饱受超载之害，北下半
边路幅大面积碎裂、错台、错位，新近
通车的路青线、 东八线路面也大面积
损坏， 县公路局不得不投入上千万资
金维修。为此，从四月中旬开始，长沙
县委、 县政府开展了为期两月的集中
整治行动，从前期治理情况看，超限车
辆大幅减少，效果明显。

但仅靠专项整治行动， 还不足以在
治理超载上取得根本性改善。 治理超载
牵涉的部门多， 不统一协调， 难以走出
“九龙治水”的窠臼，因此，必须由政府主
导，各部门配合，形成合力，各司其职。公
路管理机构要在加强人员力量和装备的
基础上，实现常态化执法，真正担负起治
理超载主力的角色；公安、交通、工商、质
检、安监等部门，要加强对汽车制造厂家
核定吨位失实和车辆改装现象的治理，
从源头上杜绝不规范车辆生产。

在广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
基础上，发动群众积极举报超限超载车
辆运输情况，变部门单打独斗为全民共
管，压缩违章超载的空间。同时，需在规
范运输市场、 理顺运输价格上下功夫，
保证运输行业合理的利润空间。

王石川

在芷江侗族自治县杨公庙学校
的一次课间操后， 校长杨文军面向操
场上的700余名学生，突然“扑通”一声
跪下，流着泪劝学生们要好好读书。

“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
娘亲”。身为堂堂七尺男儿，校长杨文
军选择下跪，用心良苦。他自称这是
在尝试一种新颖的教育方式，在学生
中进行一次励志教育，最大程度地激
发学生内心的感恩之心和学习激情，
因为目前乡镇学校的学生普遍不爱
学习。

无论校长还是老师，下跪已非新
闻。据报道，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中
学校长周常德，在上课时曾多次跪向
学生，原因是“为感化学生，重新唤回
学生的向学意识”。 娄底一中老师谭
某为制止两同学上课下五子棋，与学

生发生冲突， 见学生道歉无诚意，谭
竟当众给学生下跪。

为人师表却选择下跪，可看出他
们的苦衷和无奈。但下跪绝不是好的
教育手段，不能迷信，更不能推广。下
跪， 是一个极具符号化的卑怯姿势。
著名杂文家吴非先生说：“想要学生
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
书。 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
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培养
学生具有公民意识的地方。如果校长
或老师习惯性下跪，不管是跪向权力
还是跪向学生，都不是拥有独立人格
的公民，也不会懂得用合法合理的手
段维护自身权利。教出的学生日后走
上社会， 膝盖也就会不由自主变软，
精神就会自动矮化。

欲有独立人格之学生，须先有独
立人格之老师。

邓海建

江苏盐城红会强捐事件一波三折。
盐城下辖各县市区以文件形式要求各
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
工等为当地红会的“博爱万人捐”活动
捐款，遭各方质疑。随后，江苏省红十字
会党组书记、 副会长李新平回应称，财
政供养人群的收入相对稳定，对他们提
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一点不过分”。

辨析“过分”还是“不过分”，其实
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公道既在人心，也
在于良俗公序。慈善就像一场恋爱，你
情我愿、双向选择，是可选择的权利，
而不是义务。

收入相对稳定的人群， 当然有能
力为慈善尽份心。但是，有能力不等于
必须，道德问题不能靠权力来解决。

慈善可以与权力亲近， 但不能搞
“权力营销”。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
院院长王振耀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
年会上表示， 慈善是可以与权力结合

的，这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结合，在
于整合资源、构架脉络，而绝非越俎代
庖地强制收钱。 不然， 要慈善组织何
用，直接交给财税来解决就是了。

以道德逻辑主导财富的第三次分
配，这是慈善的本意，其核心与标志就是
公民意识的勃兴。 巴菲特在2010年的中
国慈善之行媒体见面会上指出：“当前美
国每年大约2%以上的GDP被当做善款
应用到社会发展当中。”这种无声而善意
的调节， 为社会贫富不均和深层次矛盾
冲突提供了润滑剂。 困顿者会感激社会
的善意，捐赠者会收获付出后的满足。

对于谦抑的权力来说， 凡是市场
能做的交给市场、 凡是社会能做的交
给社会，这是运转的常态。就如《公益
事业捐赠法》 第四条规定———捐赠应
当是自愿和无偿的， 禁止强行摊派或
者变相摊派。如果法律不被信仰，这样
的慈善，何以服人？

5月20日上午，张志强等4人作
为业主代表参加了由石家庄市规
划局栾城分局组织的关于卓达太
阳城小学、幼儿园项目规划设计方
案的听证会， 并代表100多位业主
提了反对意见。听证会后，4人家里
停水断电 ，物业公司解释称 ：正在
“检修”。但诡异的是，“除这4家外，
小区其他住户都没停水停电 。”（5
月22日《中国青年报》）

很明显，这是一次对4位业主代
表进行的“精准打击”。因为这场听

证会，4位业主代表的反对意见，破
坏了地产商早已谋划好了的规划。

关于 “听证会”， 人们并不陌
生。近年来，类似立法听证、行政处
罚听证 、价格听证 、立项听证等基
于民意尊重立场的程序性听证，已
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
公众对“听证”同样陌生，因为他们
所经见的听证会，与其概念上的定
义 ，相去甚远 。部分听证会异变成
了赤裸裸的“通知会”。

文/图 张成才

由于在京温商城“安徽女青年坠
楼死亡” 事件中利用互联网散布谣
言， 日前，13名犯罪嫌疑人经检察机
关批准，被依法执行逮捕。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5月15日,郑州市彩虹桥下穿隧道

正式通车, 然而过了不到一周,5月21
日, 便有挖掘机在此挖路。“刚修好的
路,怎么又在挖啊?”市民大惑不解。

———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肯定不
心疼。

夏天来了，河北正定一中为学生
发放了两套一模一样的夏季校服。校

服材质为网眼布料，导致学生的内衣
若隐若现，这让不少学生尤其是女生
感觉十分尴尬。不少学生拒绝穿该校
服上课。面对质疑，校方称是出于学
生凉快考虑。

———“网眼装校服” 是不是存在
“漏洞”？

南京市长季建业近日公开表态，
南京不再追求“千万级”城市，“人口
什么时候达到千万，没有时间表。”

———与“建设国际大都市 ”的高
调相比，南京的做法很务实。

（点评 杨桂通）

治理超载，难在何处

慈善不能搞“权力营销”

跪着的校长教不出站着的学生

“听证”还是“通知”？■一句话评论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