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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考生而言，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 是 梦 寐 以 求 的 目 标 。 然 而，来 自 安 徽 亳
州第一中学的 8 名考生却集体放弃了清华、
北 大 两 所 名 校 的 志 愿，今 年 高 考 成 绩 发 榜
时，他们的成绩全都超清华、北大的录取分
数线。

成绩全都超清华、北大的录取分数线，却
集体放弃了两所名校的志愿，8 名考生不按
常理出牌，确实让人有些不可思议。毕竟，清
华、北大早已声名远扬，是众多学子梦寐以求
的目标。8 名考生主动放弃梦想成真的机
会，如果用世俗眼光看待，未免不够冷静。

事实上，8 名考生不选清华、北大另择他

校，并非一时冲动的放弃，而是深思熟虑的选
择。比如袁梓琪同学，因为偏爱数学，所以选
择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数学专业。再比如
张金宇同学，由于只对计算机专业感兴趣，在
清华大学无法如愿的情况下，于是报考了上
海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同样，其他 6 名
考生也都有各自的想法。

当然，8 名学生遵从本心的选择也引发了
热议，有观点认为这样做不划算。对此，笔者
不敢苟同，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所谓的不划算
根本站不住脚。早在 1984 年，有个叫李鸿女
孩以高出清华录取线 30 分的成绩拒绝了清华
的邀请，选择了西北工业大学。走上工作岗位

后，她摸索的“一靶两弹”试验方法，填补了我
国航空武器试验全系统动态检测的空白。单
凭这份成就，谁能说她当初的选择不划算。

不必讳言，站在中国高校巅峰的清华北
大，也不是所有专业都最强。如果单以某专业
实力论，一些高校的最强专业与清北的相关专
业比，不仅毫不逊色甚至略胜一筹。诸如，在
物理学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很强势；在
航天领域，哈尔滨工业大学堪称绝对实力派；
在口腔学专业，四川大学一直位于亚洲第一位
置。可以说，知名大学都有自己的专长，考生
不盯着清华北大填报，是更为可贵的理性。

常言道，适合自己最重要。面对顶尖名

校的光环，8 名学生冲破世俗的束缚，选择自
己喜爱的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高校，的确值
得点赞。这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品格，也从
一个侧面说明，对于这些学霸而言，职业不只
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奋斗一生的事业。我们
有理由相信，这些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才是民
族的希望，才是国家的未来。

近些年，抱有类似想法的学生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在此，希望家长、
学校和社会都能淡定对待，多些支持少点干
涉。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让他们快乐工作、
逐梦前行，这些高考的胜出者，一定会成为人
生的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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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在即，周末的时候陪儿子逛学
习用品店。按照以往的惯例，每学期开
学必定要给儿子买一大堆新的学习用品
他才肯到学校去报到。为了让儿子早日
安心上学，我直接问儿子今年想要什么
新的学习用品，我直接给他买下来。没
想到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一本正经地
说道：“我们老师说了，这学期要实行低
碳开学，上学期能用的学习用品要尽量
用，可要不可不要的文具不要买。”

儿子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以往，儿子总
有爱攀比的习惯，看到别的同学新学期有新
的学习用品，他都会回家吵着也要买一套新
的学习用品，即使以前能用的文具，也会被

儿子当废品扔掉的。在为儿子新学期里发
生可喜变化高兴的同时，笔者也禁不住为学
校提倡的“低碳开学”的做法叫好。

现在国家非常重视资源的节约和合
理利用，低碳理念已逐步深入到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中。笔者认为，儿子学校举行的

“低碳开学”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开学
“第一课”。

“低碳开学”不仅能减轻家庭的经济
负担，还能培养学生的“低碳”意识，养成
节约的良好习惯，实在是意义非凡。愿

“低碳开学”能成为一种习惯，也希望越来
越多的学校在新的学期里，能上好“低碳
开学”这一课。

武西奇

“低碳开学”值得提倡

包容审慎监管网约车，当多些大庆少些锦州

据第一财经报道，自从2015年7月锦州市政
府发布通告，严禁私家车利用打车软件从事非法
营运活动，至今锦州没有一家公司获得经营许可
证，也没有一辆网约车获得运营证，更没有一个
人取得合法的网约车司机身份。让人诧异的“锦
州没有网约车”现象，最近引发舆论关注。

而就在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
出，要聚焦平台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加
大政策引导、支持和保障力度，落实和完善包
容审慎监管要求，推动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
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着力营造公平竞争
市场环境。对照这份政策要求，没有网约车的
锦州可以说成了平台经济监管机制亟需创新
的一个现实注脚。

按照锦州当地有关方面的说法，锦州只是
对私家车开网约车予以禁止，而不禁止平台。
但是，不管其政策的倾向是什么，至今锦州没
有“合法”网约车依然是事实。一座常住人口
超百万的城市却容不下一辆网约车。这不仅
意味着当地市民出行无法享受到网约车的便
利，也实际上意味着包含网约车在内的新经济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被隔离在锦州之外。

这种让人诧异的现象到底是如何形成
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锦州的巡游（出
租）车经营权转让费曾经一度被炒到 50 万、60
万，甚至“一批有眼光的出租车师傅，靠炒出租
车经营权赚到了钱”，然而随着网约车的出现，
锦州的出租车经营权转让费就开始不断下
降。所以，表面看，网约车在当地发展受阻与
出租车的态度有关，但本质上仍是地方管理部
门自己的利益“小算盘”在作祟，担心网约车动
了经营权转让费的蛋糕。

不过，同样存在既得利益的关系，同样处
于东北地区的大庆，网约车司机却能与出租车
师傅和谐相处，成千上万的网约车司机，正在

当地交通运输局的支持下，通过备案登记成为
解决大庆市上下班“潮汐”现象的重要助力者。
其实在一开始，大庆的网约车门槛也不算低，但
考虑到市民出行需求和网约车供应状况，大庆相
关部门主动将过去的网约车办证制改为备案制，
并通过提高传统出租车起步价和减少出租车总
量的办法，平衡好出租车与网约车发展的利益关
系，最终实现了新旧业态的融合、共赢。

锦州与大庆的案例，分别被称为共享经济的
“大庆模式”和“锦州模式”，只不过前者是“疏”，而
后者是“堵”，其利弊优劣一目了然。从过去几年
网约车发展的历程来看，尽管在大的管理层面，
网约车早就合法化了，可在地方层面却涌现出了
大庆和锦州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这
无疑反映出，共享经济的审慎包容监管在落地的
过程中，仍存在较大的扭曲空间，地方在管理上
的“自由裁量”尺度应有必要的评估。

事实上，近日交通部就明确提出，要进一
步优化网约车准入条件，指导督促地方全面评
估网约车政策的落实情况，指导各地强化服务
意识，优化完善准入条件、审批流程和服务，打
破“玻璃门”和“旋转门”，为平台经济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这意味着，不只是锦州，其他一
些地方对网约车设置的不合理的准入条件，也
该适时纠偏。

以平台经济为重要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
已是大势所趋，其一端对应着地方经济发展的
转型升级，一端也关系到民众在出行、住宿、健
康等多方面的消费权益和就业机会的保障。
拂逆这样的大势，不仅违背国家对促进平台经
济发展的政策要求，也是对民生的伤害。在这
个意义上，真正落实包容审慎原则，对平台经
济的监管就应该“多一些大庆，少一些锦州”。
市场监管的开放、保守与否，地域因素并不是
最主要的，关键还是事在人为，而首先要解决
的还是观念问题。

包容审慎监管网约车
当多些大庆少些锦州

近日，一则“父亲打死 15 岁儿子”的
消息引发关注。不但父亲被刑拘，男孩
继母也因涉虐待罪被刑拘。近年来，类
似因父母离婚所导致的虐童案件频繁发
生。其中相似的案情——父母离婚后带
着孩子跟新伴侣一同生活，孩子却被新
伴侣虐待导致伤亡，更是令人叹息心碎。

民政部一年前发布的《2017 年社会
服务发展统结计公报》表明，离婚率连续
15 年“上扬”，由 2002 年的 0.90%逐渐攀
升至 2017 年的 3.2%。其中，虽可能有因
楼市限购政策促成少量“假离婚”，但离
婚者增多是不争的事实。

离婚率攀升使越来越多的“二婚”出
现。“二婚”并非坏事，但虐待儿童似乎已
成为继父继母的代名词。实际上，“二婚”
后对孩子视如己出的继父继母为数也不
少，继父继母不应被妖魔化。细观各种虐
童案，施虐者多半来自于农村或城市低收
入群体，面临着不小的生存压力。那种觉
得孩子是累赘而毒打致伤致残甚至致死
的只是个别，更多的是因赚钱养家压力
大，加上文化水平不高，导致内心负面情
绪无法及时有效排解，若遇不顺心或孩子
调皮不听话就很容易迁怒于孩子。

其实，虐童案的主角岂止是继父继
母。近日，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很让人
震撼。8月15日，四川一教师叼着香烟在
教室里当着众学生的面用教鞭连续抽打
一个看样子有10岁左右男孩的手、胳膊、
后背、臀部等处，动作凶猛，幅度很大，嘴
里还不停在呵斥着。男孩则极力躲闪，
发出阵阵惨叫。该视频还有另一学生被
打过程及其他3名学生被打后的惨状，让
人难以直视。

虐童案频发，一直以来“谁来管”的
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未成年人保
护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
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未成人的
合法权益的，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
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另行确定监
护人。在以往的许多案例中，有人把受虐儿童送到公安
局、法院等地方，这些并非儿童的专业监护机构。在监护
人实施虐待行为与重获监护权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中间
环节的断裂”，这显然在法规层面亟待解决。

道理很简单，主体责任不够明确，事情肯定会有诸多
羁绊。目前情况下是否就无能为力呢？也不尽然。孩子
由于小或者害怕等原因，遭到父母或家庭成员或老师虐待
后往往不敢告知他人，作为家庭其他成员或邻居或其他老
师、同学则需要及时“出手”帮助。

当今信息时代，人们给孩子提供帮助的途径很多。比
如，核实事情的真实性后可把相关信息报给当地执法部
门、教育、妇联、关协以及社区组织或者媒体。当然，也可
以在论坛等网络平台发布事情真相，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
支持。

频频发生的虐童案，每每使人们的心灵受到强烈震
撼，但光停留在道义方面的谴责还不够。作为相关职能部
门和组织，要主动靠近、主动介入，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
据相关法规严肃处理施虐者，如涉及违法犯罪则应绳之以
法。作为社会公众特别是那些知情者，则应积极向有关部
门举报或反映情况，并提供尽可能多的证据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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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清华北大 适合自己最重要

朱昌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