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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林

近日，网上一则“一言不合，班主任
将家长踢出家长群”的消息，在广大学
生家长中引发热议。据报道，一位家长
因为在微信家长群里质疑老师收礼，不
公正地将身材矮小的儿子常年安排在
教室最后一排，与班主任老师发生争
执，随即被班主任踢出了群。而据记者
对家长群的调查，我省不少老师认为在
家长群里如此行事欠妥，而更多的家长
则吐槽家长群问题丛生、变质变味。

家长群的设置，意在加深教师与

家长之间的互动交流，以更好地带动
学生学习。可是，眼下，不少家长群却
面临着难堪的尴尬——一些老师高高
在上，颐指气使，甚至不管不顾，将学
生成绩、在校表现、批评抱怨公之于
群，甚至有如上例一样随意把家长踢
出群；而部分家长则更热衷于表演，动
辄“老师辛苦了”“老师真伟大”，稍受
点赞便晒娃炫耀，一言不合就群内互
呛，全然不在乎沉默家长的感受。

如此这般，好端端一个沟通群，变质
变味，竟成了一个充满心机的“表演
群”。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你来我往、“斗
智斗勇”中，大家纷争着与学习无甚关联
的细枝末节。一些家长群也因此失去其
应有之义，非但起不到促进沟通、加强交

流的作用，反倒使家长与教师、家长与家
长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甚至导致部分

“吃瓜”家长“谈群色变”。如此乌烟瘴气
的现象，显然不利于孩子的在校学习。

化解如此尴尬，我们必须明确一
点——家长群并不是万能的。随着移
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微信应用俨然成
为国民必备，覆盖身边每个角落，给沟
通交流带来极大便利。把微信群引入
到教师与家长的互动中，看中的也正
是其“多对多”的沟通便利性。然而，
这种便利并不意味着教育中的任何事
情都可走此捷径。也就是说，家长群
并非万能的，其开放公开的特性，注定
其效用只能体现在信息发布与接收上。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家长群的尴

尬、变质变味，归根结底，在于其承载了
太多期待，背负了太多浮躁欲望。为了
表现自身尽职尽责，老师把学生表现公
之于群；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多关注，家
长千方百计“讨好”老师；为了展现自身
优越感，家长情难自禁到处晒娃……可
殊不知，在开放公开的场合，目的性太
强的言语、行为，往往会招致集体的反
感。浮躁喧嚣中，不少家长群脱离了信
息交流的本意，也难怪沦为众矢之的。

当前的家长群俨然成为学校教育
的另类场景。在教育极度焦虑的当
下，家长群内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
引起各方的轩然大波。孩子们在校园
内安静、单纯地学习，而家长群内却极
为热闹喧嚣，你一言我一语，心机重

重，各显其能。对每一个家长来说，其
所有的努力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健
康快乐、茁壮成长，可我们如此浮躁功
利的心态、行为，又怎能培育出人格健
全、性格良好的下一代。

家长群不是老师的“自留地”，也不
是家长的“表演场”，背负不了老师和家
长过多的期待。我们需要像给学生减
负那样，也给家长群多“减负”，让其回
归信息发布与接收的本义。学校教育
自有其规律，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可“一
刀切”在群内便利解决。只有正确认识
家长群的功能，尊重教育规律，多保持
一份淡然，少一些急功近利，让信息在
群内流通更顺畅，家长群才能真正成为
学生学习的有益补充。

微信家长群也需要“减负”

“在太平洋电影院旁这条小街
吃串串，明码标价2角一根签，最后
俩女生竟吃了128元，640根签！”
几天前，姑娘小项在成都市锦江区
春熙路附近暑袜南街“魏记麻辣烫”
的就餐经历再一次引发网友热议，
不少网友表示有类似经历。

排骨一串12根签、火腿肠一串
10根签……放眼望去，真是不见串
串只见签。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
如此做生意，真是把偷奸耍滑、失信

刻薄的商业劣习给做到家了。可烧
烤摊、串串店里的类似现象还真不少
见。不过，顾客并不是好骗的，如此
一锤子买卖，又怎能吸引回头客，恐
怕最终还是关门大吉。这正是：

小吃街旁吃串串，
不见串串净是签；
食客疾呼瞎了眼，
商家眼里只有钱。

（图/王铎 文/饶思锐）

一串十签没底线

■ 杨玉龙

连日来，“童话大王”郑渊洁通过
个人微博发文称，北京朝阳区六里屯
一带，原本狭窄的道路被画上停车
线，并有人收费停车，导致自行车骑
行时“无路可走”。10月31日，朝阳区
政府通过官方微博回应郑渊洁称，已
将问题转至相关部门。（11月1日《新
京报》）

从“自行车王国”到汽车遍地，经
济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让人们的出行
体验实现最优化。而共享单车的到
来，在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的
同时，也引来骑车出行潮流。的确，
骑行在城市大街小巷，感受城市风土
人情，让生活的节奏慢下来，也是一
种难得享受，并且相对于机动车，骑
自行车对身体健康也多有好处。

可事实上，自行车“无路可走”的
尴尬成为城市的一大“痛点”。以郑
渊洁反映的这个路段为例，据记者实
地探访朝阳区六里屯一带，眼前的道
路两旁，违规停车、非机动车道被划
停车位的现象普遍存在，部分道路非

机动车道甚至被完全占用，自行车无法
通行。其实，这样的状况绝非是一城一
路之特色，在很多城市都比较普遍。

自行车“无路可骑”，一是由于道
路规划不合理所致；二是由于自行车
道被违规占用所致；三是由于道路管
理不善以及机动车不文明驾驶所致。

“无路可骑”不仅让自行车骑行体验大
打折扣，也给道路安全埋下诸多隐患。

在低碳、绿色出行越来越成为人
们共识的当下，一方面，自行车道不
应成为城市的奢侈品，无论是厦门的

“空中自行车道”，还是北京正在筹建
的“自行车高速路”，这些都是有益的
尝试；另一方面，在“有”的基础上，也
应保持自行车道的良好通行率，智慧
式的管理和行人的文明出行同样重
要，如此，自行车出行才有可能成为
一件愉悦的事。

有媒体评论称，“如果在一个城
市里看不到自行车，不仅是这个城市
的悲哀，同时也寓意着城市文明的没
落。”诚如斯言，城市之美不能缺失自
行车。更何况，交通规划本就该坚持
以市民出行需求为核心。因此，城市
管理者应该重视自行车道问题，通过
有效措施纾解这一“痛点”，让自行车
骑行成为城市的一道靓景。

“无路可骑”不应是城市之痛

“非医生也可办诊所”
具有示范意义

记者从深圳市卫计委获悉，《深圳市诊所设置
标准（试行）》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深圳市卫计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人、财、物上的进一步放宽，为社会
资本参与开办诊所提供政策支持，夯实基层医疗资
源。而对于诊所监管，该负责人表示将采取“宽进
严管”措施，依法加强诊所的事中事后监管，指导
和规范诊所合法行医。（11月1日《广州日报》）

相较于“诊所只能由执业五年以上的医师举
办”的旧标准，深圳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
可申办诊所”的新规，显然是放宽了对诊所创办人
的入门要求。这一门槛降低，势必刺激更多社会
资源进入医疗领域，这既有利于推动人尽其才、物
尽其用的大众创业，也将推动医疗服务行业的快
速发展，其利民惠民的示范意义值得关注。

办诊所毕竟不是具体的行医行为，需要场
地、设备、资金等多方面投入。鉴于有钱者未必
懂医、行医人未必有钱的社会现实，让医生之外
的人从事医疗事业，既可为社会闲散资金与场地
辟开盘活出路，也可为那些有志于救死扶伤却苦
于无处施展技能的医护工作者搭建平台。“非医
生也可办诊所”的政策利好，为两者各取所需和
优势互补铺了路、搭了桥。

更为重要的，随着大量人、财、物涌入医疗行
业，基层医疗资源配置将得到扩容与改善，部分
区域医疗资源不足的现实短板，或可就此得到不
同程度的缓解。而对于那些已赢得患者口碑的
优良诊所，更可借此实施连锁化运营。同时，深
圳市在“人”扩容的同时，也推出了“财”减负、

“科”（诊疗科目）放宽的相应举措，这或将极大缓
解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就医难题。

当然，虽然门槛放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行
医标准降低了。“宽进严管”正是此次改革的题中之
义。深圳市推出包括严格准入制、不良执业行为记
分制、医疗机构负责人约谈制、通报公示制、全面巡
查制、扶持引导及退出机制等在内的“1+8”长效医
疗监管机制，契合了民众诉求，彰显其好事办好、实
事办实的决心与诚意。期待“非医生也可办诊所”的
惠民举措，在且行且完善中走远走好。 （张玉胜）

@法制网：保护消费者权益，电
商平台就该承担更多责任。10 月 31
日，电子商务法草案第二次提交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二审稿进一步体现
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当电商平
台明知或应知商家侵权而放任时就
需承担责任，这一做法相当于给其上
了紧箍咒。如当有买家投诉过商品
可能存在质量问题而电商平台不及
时介入处理时，就可以认定其“应当”
知道商家存在侵权行为，就应担责。

@新京报评论：“车不让人抄告
单位”：执法者别先闯了法律红灯。
据报道，在西安市，市级机关公务员
私家车，所有公务车、公交车、出租车
如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将被抄告
到当事人所在单位。对这种违法行
为作出处罚是应该的，但“抄告单位”
尚欠妥当。纠治“不礼让行人”的违
法乱象，不能自己先闯了“红灯”。

@中国青年报：金色拱门下，已
无新鲜事。如果经济全球化是一种
浪潮，那么中国正立在潮头。广阔的
市场和不容忽视的力量，正在吸引着
来自全球的资本和商人。可以预见，
未来还会有许多公司像麦当劳和苹
果一样，用不同的方式跨过那道本土
化的门。问题是，站在一旁的国民，
到底如何看待这道“门”？ （张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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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里是城中村，经常发生一些治安案件。自从安
装视频监控后，晚上出门也不担心家里进小偷了，觉得很安
全……”10月13日，家住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街道滨濂社区
的吴阿公说。

除了得到市民的点赞，龙华区平安建设工作也得到了
中央综治委的认可。今年9月份，在四年一次的全国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上，中央综治委对包括海口市龙华
区在内的112个单位进行表彰，授予“长安杯”。

海口市龙华区因平安建设成绩优异荣获“2013年—
2016年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区”荣誉，这是龙华区自2001年以
来连续四届获此殊荣，也是2013年以来全省唯一两度被授予
“长安杯”的县（市区）。海口市龙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
会办公室被授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

这些荣誉的背后，是龙华区16年来矢志不渝的坚守，
是不断着力推进平安龙华建设的行动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安全感和满意度的努力。

以人民为中心，海口龙华区全面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

努力擦亮“长安杯”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龙华

多元调解
基层工作筑牢平安基石

今年8月份，仅用3天时间，龙华区
成功化解一件医疗事故纠纷，为死者家属
争取到55万元的赔偿款。这得益于龙华
区大同司法所搭建的多元化矛盾纠纷化
解平台，龙华区大同司法所联合龙华法院
城管法庭、大同派出所、区卫生局等部门，
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调对
接+公调对接”等多种方式进行调解。

龙华区历来重视矛盾纠纷的源头化
解工作，始终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作为

“民心工程”和“一把手工程”来抓。多年
来不断强化区、镇（街）、村（居）三级大调
解平台建设，实现了区有矛盾纠纷大调解
中心（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
调联动”）、11个镇（街）有调处中心、129
个村（居）有调处工作站的调解架构。

目前，龙华区建立健全了区交通事
故人民调解中心、诉前委托人民调解、警

民联调等调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民情
议事厅、村（居）乡贤会等社会组织参与
矛盾纠纷化解作用，矛盾纠纷化解取得
良好成效。2013年以来，全区各级人民
调解委员会共调解矛盾纠纷12662宗，
调处率100%，调解成功12466宗，调解
成功率为98.45%，涉及当事人数35557
人，涉及协议金额3.9亿元。

为了更好地解决百姓诉求，化解社
会矛盾，龙华区通过“12345+网格化”建
设，助推政法综治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城
市管理和应急处置等能力。目前正筹备
成立区级城市运行综合管理联动中心，
整合了三防、应急、人防、安监系统，逐步
接入全区1459路综治视频资源。

同时龙华区整合市政市容、综治、环
保等35个部门各类资源，将1217名专
业网格员下沉责任网格，进一步提高街
面前端发现能力和问题处置效率。

为将“12345+网格化”工作落到实
处，龙华区选取了玉沙、滨濂北、居仁坊、
滨海新村4个社区为试点，建设社区联动

中心。主动对接35个职能部门及单位，使
专业网格员“按格入座”下沉到试点社区；
试点社区动员和吸收社工、志愿者等力量
充实到网格；试点社区分别建立了联勤联
动微信群，通过微信即时反映、受理、处置
问题；制度方面，完善了“12345+网格化”
工作流程、制度和职责。

利剑出鞘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2016年11月2日20时许，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称：在海口市龙华区滨海新村某
出租屋内发生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

2016年11月5日，根据线索，海口市
公安局龙华分局刑警大队专案组侦查员
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杨某伦抓获归案。经
过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伦对自己故意杀
害受害人郭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从发案至破案，仅仅过去了不到四
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龙华速度”？

案件快速侦破的背后，是专案组侦

查员们在工作岗位上连续近四天四夜奋
斗的身影，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也是
龙华区委、区政府始终把综治工作和

“平安龙华”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中谋划，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上
下联动、条块齐抓综治良好局面的结果。

2013 年以来，龙华区命案侦破率
100%，两抢案件不断下降，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逐年不断提升。目前，龙华区
每10万人中发生命案仅0.46起，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禁毒工作是海口市平安建设的一个
重点工作，在禁毒三年大会战第一阶段
的工作中，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共破
获毒品案件333起，抓获贩毒犯罪嫌疑
人369人，强制隔离戒毒404人，社区戒
毒 277 人，分别完成市局下达任务的
167%、185%、146%和286%。目前，龙
华全区129个村（居）均建立禁毒工作
站，配齐禁毒专职人员，全面落实吸毒人
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区、镇（街）、村（居）
禁毒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2017年禁

毒工作经费达1100多万元。全区新增
吸毒人数逐年下降，吸毒人员戒断率逐
年提高，吸毒人员占比远低于全省和全
市的平均水平，实现在校学生零吸毒。
2013年，龙华区成为海南省首个获得

“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示范单位”
荣誉称号的单位，连续4年名列全省禁
毒综合考评前列，4次获得全省“禁毒优
秀市县（区）”称号。

激发活力
以创新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2015年12月17日下午，龙华区法
院通过新浪官方微博对海南首例污染环
境罪案的审理进行了视频直播。海口一
非法炼油厂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大量
废矿物油，经理许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
个月，缓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多年来，龙华区不断创新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思路和方法，不断提高社会治
理能力的法治化水平，“互联网+综治”

是其中一项工作创新。
龙华区以“综治中心+综治信息系

统+N”运行模式为统领，依托党政办公
网、互联网、视频监控网、综治视联网，
积极探索综治互联网+模式，不断提升
平安建设信息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着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龙华。

以海垦街道滨濂社区为试点，龙华
区建立了全省首个规范化社区综治中
心，入榜2016年第三季度全国政法机关
创新工作指数前十名。

龙华区在滨濂社区综治中心试点基
础上，严格执行中央关于综治中心规范
化建设标准，打造社会治理“互联网+”
模式。现全区1个区级综治中心、11个
镇（街）综治中心、129个村（居）综治中
心已按照信息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标
准完成规范化建设，预测预警预防能力
不断增强。

此外，龙华还在全市率先探索联合
执法模式，在金贸街道和龙桥镇建立了

“公安+城管+国土+规划+环保+卫生”
等多部门相融合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管
理机制；率先在全省建立城市管理巡回
法庭，实现案件“审结一站式”，快速裁决
城市管理行政争议。

龙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将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继续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紧紧围绕推进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
求，不断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思路，提升社
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龙华而不懈努力。

本版策划 图文/君穷 崔善红

龙华区开展“国际禁毒日”系列宣传活动。

龙华区法院旅游巡回法庭法官为市
民游客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