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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天下

惯子如杀子，
“熊孩子”家长该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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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善片区何时不再
“被公交遗忘”
？
部门回应：
已将普善片区纳入下一步城乡公交优化方案内
相关事宜。

静子

在餐厅大吵大闹、在墙面上
胡乱涂鸦、待人刁钻没礼貌……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9 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2.4%
的受访者感觉现在“熊孩子”多，
89.4%的受访者指出“熊孩子”的
出现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
69.5%的受访者归因于父母没原
则的宽纵和溺爱。当“熊孩子”
犯错时，88.5%的受访者反对家
长说“他还是个孩子”，83.3%的
受访者强调对孩子的不当言行
要在第一时间给予纠正。
其实，
“ 熊孩子”们“在餐厅
大吵大闹、在墙面上胡乱涂鸦、
待人刁钻没礼貌”，还仅是冰山
一角。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熊
孩子”都显得无法无天，有些“熊
孩子”上房揭瓦、下地掘坟，校园
霸凌甚至打骂父母的事儿都干
乃至于对周围的人形成干扰，甚
得出来。日前，在侵华日军南京
至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自然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几名
就让人觉得难以容忍。因为对
儿童不停地将纪念馆地上的鹅
方是缺乏是非分辨能力的未成
卵石丢入水池中嬉闹，而悼念广
年人，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更
场上铺设的鹅卵石象征着遇难
希望孩子的家长能够承担起引
者的累累白骨！有一些“熊孩
导、约束和管教的责任。
子”简直到了家长不管、老师不
有 些 家 长 ，虽 然 不 娇 惯 孩
敢管，而社会又无可奈何的程
子，但教育方式简单粗暴，长此
度。
以往，孩子势必效仿，由此产生
“熊孩子”的一个基本特征
就是好动、爱闹，而这恰恰是孩 “熊孩子”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然而，相比于简单粗暴的家长，
子的天性使然。所以说“熊孩
子”的“熊”有可以理解的成分， 更为糟糕的是，当自己的孩子犯
“他还是个孩子”往往
但是如果“熊孩子”闹得太过分， 错的时候，

法言冷语

商业营销不能无节操
本报特约评论员 符向军

“谈癌色变”是人之常情，患
乳癌、切除单边乳房，这对爱美
女性来说尤其是肉体与心灵的
双重打击。对于病弱癌患，人们
理应给予更多的同情、关爱与抚
慰，这是文明社会应有之义。
乳癌患者李某在朋友圈发
了一张自拍照，展示与病魔抗
争、勇敢生活的姿态，这本应让
人们感动喝彩，却没想到网络传
播效应下，被众多商家觅得“商
机”，不约而同地“开发利用”，配
以“这两年无数次劝你做疏通，
你不听，现在右边没了，你脸画
得再美能怎样？”等无中生有的
文字，让李某“现身说法”，这让
消费者误以为李某是因为不爱
惜自身身体、不听商家劝告、不
用商家的产品才得乳癌的，之后
加上“乳腺保养是咱们家的强
项”
“ 一件云裳初吻内衣，可以
让你降低乳腺疾病概率，你愿意
么？”等“善意提醒”，误导不明真
相的广大消费者掏钱购买商家
的产品，大赚不义之财，这不但
构成虚假不实广告，欺诈消费
者，也涉嫌诽谤、造谣，构成对他
人肖像权、名誉权的侵犯，对癌
症患者来说更是伤口上撒盐。
随意利用他人网络照片，胡
乱嫁接内容，或添枝加叶，或张
冠李戴，发布虚假不实的医疗、
美容、整形、瘦身等信息广告，让
癌症患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平白无故成为商家虚假广告
的“帮凶”，这一方面说明互联网
虚假不实信息的泛滥多发，消费
者需要擦亮双眼，谨防一不小心

误入消费“陷阱”；一方面说明一
些店家、微商、自媒体等缺乏起
码的商业伦理和道德底线，无序
违法经营，商业节操碎了一地，
需要不断强化监管和自律。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是虚
假广告和坑蒙拐骗、大发昧心财
的平台。冒用患癌者照片进行
虚假不实的商业营销，误导欺诈
消费者，侵犯他人肖像权、名誉
权，不但是商业伦理的丧失，更
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理应受到道
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被冒
用照片者可依法追究不良商家
的侵权民事责任（目前，李某通
过公众号发布辟谣声明称，文字
内容严重与事实不符，严重误导
消费者，将保留追究责任的权
利），被忽悠而上当受骗的消费
者也可以拿起“惩罚性赔偿”的
法 律 武 器 ，要 求 商 家“ 退 一 赔
三”。除此以外，微信、电商等网
络平台要真正履行好平台监管
的主体责任，对涉嫌从事虚假营
销、发布虚假广告的商家、产品
予以警告、封号和下架等处理，
而网监、工商等有关部门也应主
动亮剑，常态化执法，有效治理
网络虚假信息和虚假商业营销
满天飞的无序现象。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有
强化法治的刚性，常态化有效治
理，
切实加大违法成本，
触动肆意
违法者的
“痛点”
，
使其得不偿失，
才能真正减少网上虚假信息、违
法广告等的泛滥不绝，还广大网
友、
消费者一个清净安宁、
健康有
序的上网环境。

成为很多家长下意识的挡箭
牌。这部分家长对自己的孩子
百般娇惯，孩子无论做什么，是
否妨碍甚至伤害了别人，家长都
轻描淡写或不管不问，任孩子胡
来。直到最终酿成了大祸，如孩
子到了违法犯罪的程度才如梦
方醒。殊不知，再想挽回，再去
管教，
为时已晚。
在一个孩子身上，最容易暴
露的是家庭的教养。托尔斯泰
说过：
“孩子出生 5 年时间里面，
他的智慧、情感、意志和性格诸
方面，从周围世界所摄取的，要

比他从 5 岁到一生终了所摄取
的多许多倍。”孩子的一言一行
都是跟家长学的，父母的品行直
接影响着孩子的三观。而如今
很多家长把不守规矩当作活泼
可爱，把不讲道理当作独立自
主。正是由不讲道理的父母护
着，
“ 熊孩子”更无法无天，他们
在公共场所肆意妄为，父母不
管，旁人可不会不管，有脾气暴
躁者甚至会动手，
“ 孩子是你家
的，我凭什么惯着。”言行虽然过
激，但应该引起这些家长的重
视。
是啊，父母你可以惯孩子，
但现实是，不是自家的孩子，没
有人替你宠着。自家的孩子自
己不教育好，以后自然会有人替
你教育。
“ 孩子不可能一辈子都
是个孩子，恶人自有恶人磨的时
候”。但往往到了这个时候，事
情已经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了。家长们这个时候再去自责
和伤心有用吗？你再捶胸顿足
再呼天喊地，也弥补不了曾经犯
下的错了。
中国有句俗话叫“惯子如杀
子”，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教育智
慧和人生经验，所以当我们面对
自己犯错的孩子，面对别人善意
的指正时，千万不要仅仅以“他
还是个孩子”来搪塞，否则从“惯
子如杀子”的角度来看，孩子才
是最大的牺牲品。

热点点评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本报特约评论员 秦曼村

这几天，节日有点多，刚刚
过去的就有劳动节、护士节、母
亲节。但如今不管什么节日，
很多人也就是晒晒朋友圈。其
实，大家都知道，母亲节是一个
感谢母亲的节日。这个节日最
早出现在古希腊，而现代的母
亲节起源于美国，是每年 5 月的
第二个星期日。母亲们在这一
天通常会收到礼物，康乃馨被
视为献给母亲的花，而中国的
母亲花是萱草花，
又叫忘忧草。
有这样一个人，在你还是
婴儿的时候，抱着你，不管多么
疲惫，还在轻吟着让你不再哭
泣、让你入睡的小曲；有这样一
个人，在知晓你喜欢吃鱼后，每
次都是自己吃了鱼头鱼尾；有
这样一个人，哪怕你真正的长
大成人，她也会带着那几十年
如旧的目光，默默地望着你，默
默地开心，默默地微笑……这
个人，叫做母亲！我们的母亲
一生俭朴，一世辛劳。但是，有
一天你会忽然发现，父母是你
花心思、花时间最少，却最爱你
的人。
有人说，母亲节的朋友圈，
多的只是一场情感自嗨。早早
地，天南地北的礼物被他们添
加 进 了 购 物 车 ，康 乃 馨 、保 养
品，还有自我感觉良好的包包
鞋子，掐准时间，在物流的飞驰
中搭载着爱回家了。到了那一
天，他们就会在上班途中静静
地截了张图，打开朋友圈。于
是：
“ 妈妈，母亲节快乐！祝你
身体健康！”嗖的一声，点击了
发送，随后收获了几个不算太

熟朋友的好评。也许在得意洋
洋地看朋友圈的点赞的时候，
甚至忘了打一个电话回家。我
们常常故作聪明地以为加了母
亲的微信好友，买了礼物，发了
朋友圈，说了句祝福的话，就等
于表达了爱。诚然，这种方式
同样传达的是真心实意，但是
我们却很少去真的了解母亲忙
碌一生的背后究竟想要什么。
其实，我们的母亲需要的是日
常的陪伴。
真正的爱是晒不出来的。
对我们而言，母亲节是不同寻
常的一天，朋友圈里晒出来的
是一段段对母亲的大胆表白，
或深情款款，或调皮捣蛋。但
是，对母亲而言，母亲节却是非
常寻常的一天。她会像往常一
样在担心孩子出门在外是否安
全，也会像往常一样在家里与
大姨小姑聊着家长里短。爱真
的需要晒吗？母亲真正需要的
不是千挑万选的衣服包包，而
是 最 朴 实 、最 普 通 的 日 常 关
怀。爱在日常，才不寻常，陪伴
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也许我们的母亲不一定会
关注这样一个节日，在她们眼
里，她们永远幸福着子女的幸
福，痛苦着子女的痛苦。有人
也说过，做了母亲的女人已经
没有了自我。对母亲的祝福其
实不应该只停留在母亲节，母
亲也不会需要对着她说：
“ 妈妈
我爱你！”母亲的爱永远在，只
要我们的爱也永远在，母亲是
永远能感受得到的！

线路少，普善片区居民
出行不便

新闻时评

莫做手机的奴隶
虞伟林

本报讯 （记者 赵文菁） 4
月 26 日，丹阳日报微信公众号
一篇题为 《定了！丹阳新增 2 条
公交线路，快看看经过你家
没？
》 的微信内容引发市民广泛

关注，在下方留言区，普善片
区居民的“抱怨”声不断，有
市民无奈地表示“普善片区是
被公交遗忘的角落”，近日更有
不少该片区居民致电本报询问

在普善片区采访时，家住
恒大名都的张先生称，自己所
居住的普善片区目前只有 19 路
公交车停靠，该车来往于客运
中心和陵口之间，途经华阳
路、东门外大街、丹金路等周
围交通比较便利的地点，但该
公交车线路所覆盖的区域太
窄，这给附近的居民出行带来
了不便。
居民潘先生表示，这里唯一
的 19 路公交车几乎不经过任何
小学、中学，这对学生以及接送
孩子的家长来说非常不方便，而
且 也 不 经 过 新 民 路 、中 山 路 等

本报讯 （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周钰）“昨晚回家一看，不
仅地上全是虫子，连床上也爬
满了，我先是打了‘灭害灵’
杀虫剂，但是不见效，于是就
给白蚁防治所打电话了。”近
日，在珥陵镇联丰村村民耿爱
珍家中，市白蚁防治所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白蚁灭杀。
耿爱珍告诉记者，经过工作

人员的现场检查，发现屋内多处
踢脚线、门框处都有白蚁活动的
迹象，随后工作人员用工具敲开
腐烂的木板后，一团团聚集在一
起的白蚁便呈现在了眼前，
“让
人看了感觉头皮发麻”
。
据介绍，我市地处长江下
游，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潮
湿，历来是白蚁滋生危害较为
严重的地区。近期，随着气温

的攀升，白蚁到了分飞繁殖高
发期，防治刻不容缓。连日
来，市白蚁防治所工作人员奔
赴各地进行白蚁防治，并对正
在施工的厂房喷洒药水进行预
防。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
如果发现家里有白蚁活动的迹
象，可以拨打白蚁防治所电
话：86520674，请专业人员前
往灭杀。

城管局路灯所及时进行路灯线缆敷设

丹句路全线亮灯改善出行条件

市城管局路灯所工作人员
正在对丹句路路灯进行线缆敷
设。记者 殷显春 摄

美丽中国之
2012 年，十八大报告首次将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
起，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生态文明地位的“提升”，体现了
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
视，对生态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
深刻，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民
意的呼唤。那么，什么是生态文
明呢？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
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维
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
自 然 、人 与 社 会 和 谐 共 生 为 宗
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
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
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
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
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
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
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
人的和谐，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
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
建设生态文明，树立生态文
明观念，
是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
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唤

小区多，一条公交线难
以满足出行需求
“目前，普善片区已经有五
六 个 小 区 了 ，本 来 居 民 就 比 较
多，目前还有人陆陆续续搬来这
里，以后会越来越多。”居民袁女
士说，
“仅仅是现在，一条线路已
经很难满足我们的出行需求了，
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为我们增
设一些更便捷的公交线路。
”
采访中袁女士还告诉记者，
位 于 恒 大 名 都 西 边 的“ 体 育 公
园”似乎已在筹备之中，一旦建
成，将带来更多人流，这也会给
公交出行提出新的需求。按目

前的公交格局，显然跟普善片区
未来发展不相匹配。

部门回应：已将普善片
区纳入下一步城乡公交优
化方案内
随后，记者联系了交运局运
管处的工作人员，他表示，市民
也曾向他们反映过普善片区公
交线路较少的问题。
“ 普善片区
已经有 19 路公交，虽然不能直达
所有地方，但市民可以通过公交
换乘的方式前往其他地方。”他
说，
“目前，我们已经委托专业规
划设计单位对城乡公交一体化
方案进行优化，普善片区公交线
路优化也在考虑之内，计划今年
通过专业评审，并报市政府审批
批准后实施。
”

图片新闻

一市民家中被白蚁
“攻陷”
手机，在现代社会无处
不在，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手机也
已沦为不少人的生活遥控
器，他们对于手机的依赖程
度也是与日俱增。据丹阳日
报 5 月 14 日报道，手机的使
用愈发普及，马路上的“低
头族”也是越来越多了。开
车看手机、骑车看手机、走
路看手机，平时到街上观察
一番，总能遇到这些现象。
手机不离手，街头尽现
“ 低 头 族 ”， 其 可 谓 危 害 多
多，由此也引发不少本不该
发生的交通事故和安全事
故。其实，不只在街头，在
单位、在家庭、在社会的各
个角落，随处可见专心致志
的“低头族”，可谓有人的地
方就有手机，而不少人对于
手机简直可用爱不释手、难
舍难分来形容。不得不承
认，现在的智能手机功能实
在强大，其诱惑力也相对较
强，抢红包、炒股票、玩游
戏、看影视、听音乐……可
谓一机在手，天下我有；手
机没有，我很难过！的确，
有些人对于手机如同中了
邪、着了魔般痴迷，一旦离
开手机就丧魂落魄，如丧考
妣，浑身不自在，非常可
笑，这种对手机过度的依
赖，其实是“手机控”的集
中体现，也是种不健康的心
态反映。这种人往往沉溺在
虚拟世界中不可自拔，分不
清现实与虚拟的区别，分不
清主要和次要的关系，从而
影响自己正常工作和学习，
也有损自己的身心健康。
手机终究只是种工具，
如果我们丧失理性，玩物丧
志，被工具所控制，这终究
将扼杀我们的创造能力、思
考能力、创新能力，而要做
真正的主人、不做手机的奴
隶，我们就要充分认识过度
使用手机的危害，从现在开
始就要严以律己，以理性和
清醒来管束自己、克制自
己，不为蝇头小利所动，不
为空虚无聊所惑，培养良好
的习惯，多读书、多运动，
让正能量的东西不断充实自
己的每一天，从而彻底摆脱
手机依赖症，真正做全新的
自己，做坚强的自己，做健
康的自己。

“主动脉”，
“平时，我们去火车站
都只能选择坐出租车，要是有公
交车就方便多了。
”

近日，齐梁义工社携手丹阳民建、交行丹阳支行、延陵大吕
村委会开展了“关爱留守儿童，守望幸福未来”为主题的亲情陪
伴户外游活动，14 名留守儿童游玩了句容九龙山李塔湖等景
（记者
区，开阔眼界的同时也在他们心里播下了善行的种子。
陈晓玲 通讯员 郦雷敏 摄）

甲村委会），全长约 1500 米，是
我市重点工程之一。

本报讯 （记者 显春 通讯
员 赵鑫）近日，
随着变压器的安
装到位，
市城管局路灯所立即进
场对 78 杆路灯进行线缆敷设工
作，共计敷设 3700 余米电缆，当
晚亮灯。亮灯后的丹句路不仅
改善了西城区的出行条件，
更提
升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品质。
据悉，丹句路是我市西部的
一条交通要道，
承担着连接我市
西城区与市区主城区交通要道
的重任。丹句路拓宽改造工程
东起 S241 省道，西至中心路（薛

送去光明 温暖你我
丹阳市路灯管理所协办
24 小时路灯报修电话：
86911100

民生热线：

86983119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15 日中午时分，正则学校北门附近路段一盏路灯杆突然倾
（记者 王国禹 摄）
倒，
所幸无车辆、
行人遭殃。

书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答卷
醒全民族的生态忧患意识，认清
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
和艰巨性，持之以恒地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尽最大可能地节
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生
态文明建设，能够为人民的生产
生活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让人
们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使人民在
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
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
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十九大报告为未来中国的生态文
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
规划了路线。具体来看，我们可
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必须加大环境治理力
度。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显著，但是，生态环境保护依然

任重道远。我们要牢记“决不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
经济增长”。因此，必须加大环
境治理力度，着力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
第二，加快构建环境管控的
长效机制。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也要金山银山。十九大报告明
确指出，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
化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
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
等制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
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
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当前，我们
迫切需要建立环境管控的长效
机制，让环境管控发挥绿色发展
的导向作用，有效引导企业转型
升级，推进技术创新，走向绿色
生 产 。 同 时 ，鼓 励 发 展 绿 色 产
业，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
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使绿色
产业成为替代产业，接力经济增
长。
第三，全面深化绿色发展的
制度创新。十九大报告指出，必

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绿水青山既要
求优良的环境质量，也需要生态
健康的保障。要实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必须推动绿色产
品和生态服务的资产化，让绿色
产品、生态产品成为生产力，使
生态优势能够转化成为经济优
势。当前，我们应当全面深化绿
色发展的制度创新。一是完善
绿色产业的制度设计，构建市场
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通过
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强化绿色
技 术 创 新 、绿 色 生 产 的 经 济 激
励，促进绿色技术、绿色生产的
推广应用，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二是完善绿色消费的制
度设计，加快建立绿色消费的法
律制度和政策导向，要让绿色、
生态成为生活消费的新导向，使
优质生态产品成为附加价值的
组成部分，从而使得绿水青山真
正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自然生
产力。三是完善绿色金融的制
度设计，使金融系统成为经济系

统绿色转型的支撑平台。四是
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完善生
态环境管理制度。要按照十九
大报告的要求，设立国有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
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
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
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
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
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
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是环境
保护的灵魂，环境保护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主阵地。只有从源头
和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不断提
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水平，才
能够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向高度现代化国家迈进。
徐卫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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