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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充电安全难题亟待破解
□陈 城
日前，媒体报道了又一起电动车
充电引发火灾造成多人死伤的事件。5
月 5 日，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附近一
村 民 自 建 房 发 生 火 灾 ， 截 至 当 日 13
时，事故已致 5 人死亡、38 人受伤。
火灾起火部位位于一楼楼梯间，燃烧
物质为电动车。（据新华网）
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类似事件不
胜枚举。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7
年，全国共接报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的火
灾 1 万余起，较前 5 年增长 33.3%。
2018 年，
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

的电动车全社会保有量超两亿辆。如此
庞大的社会需求，
自然不能因电动车容易
发生事故而一禁了之。每当电动车引发
事故后，
我们除了讨论如何在立法层面来
规范电动车使用外，
是否思考过如何从公
共设施保障层面来解决这一问题？
基于笔者个人观察和使用经验，
目前有两种看起来比较安全的做法。
一种是在小区或单位的停车场设置统
一的电动车充电处，提供一定面积的
车位和一定数量的电源，方便电动车
充电。另一种则是设立一些快递网点
所使用的防爆充电柜，将电瓶拆卸下
来，放入充电柜中充电。
还有个尴尬的现实需要直面——

电动车用户在楼道和家里充电是迫于
无奈的一种选择。电动车整体价值最
高的配件就是电瓶，而电动车电瓶偷盗
是个久而未治的问题。在家里和楼道
里给电动车充电，除了室外没有充电
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防盗。公共充电
设施如何防盗，也会成为一个新问题。
我们在讨论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
时，应该换个思路，试着从解决充电
渠道的源头问题上来讨论。在城市规
划等层面上，有关部门应该将电动车
充电问题纳入社会议题，想办法解
决。汽车有加油站，电动汽车有专用
充电桩，电动自行车为什么不能也享
受公共服务呢？

小小光荣牌 浓浓拥军情
□徐剑锋
“国家没有忘记烈军属和我这个老
兵。”源汇区泰中社区居民翟海彦看着
刚刚挂上的“光荣之家”牌匾激动地
说。5 月 14 日，源汇区顺河街办事处
举行为烈属、军属、退役军人等家庭悬
挂光荣牌启动仪式，一股致敬英雄、关
爱军人的暖流在社区涌动。（详见本报
昨日 04 版）
孩子内向、爱发脾气，报个情商
课，就能解决？近日，
“情商班”火爆
家长圈，有辅导班声称：3 岁就能让
孩子成为“社交万人迷”。0 岁~3 岁
一年的情商课收费在万元出头，3
岁~6 岁年龄段的则要近 2 万元，两
年课程 3.6 万元。平均下来，一个课
时在 100 元~200 元之间，比普通的
课 外 辅 导 、艺 术 类 培 训 价 格 还 要
高。
（据《现代快报》
）
花高价将孩子训练成早熟的
“社交高手”，这样看似提高了孩子
的情商指数，但可能会让孩子过早
失去童真。而且，人的性格是复
杂、多元的，社会发展亦是如此，
既需要外向型性格的人才，也需要
内向型性格的人才。家长不应按照
自己的意愿，强行改变孩子的性
格。

分类信息
2cm×4cm 单价50元 4cm×4cm 单价100元

本版对所有信息的手续都严格进行审查，仍不能保证每一条信
息的真实性，请客户在使用本版信息时认真核实相关资料，签
订有效法律合同，因本版信息导致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联系电话：0395-3132295 3117189 13781707655

家政服务
洁爽保洁公司
专业单位家庭保洁 外墙玻璃幕清洗
石材 地毯 专业外墙漆

6188458 13653950591

欢迎刊登
分类信息

为烈属、军属、退役军人等家庭悬
挂光荣牌，体现了全社会对军人职业的
价值认同，饱含着对军人家庭心系国
防、默默奉献的尊崇和敬仰。
悬挂光荣牌，温暖军人军属心。
于此而言，要注重和突出悬挂光荣牌
的仪式感，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举行
相关活动，既简朴、庄重，又热情、
热烈，真正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送
到每位对象的心坎上。悬挂光荣牌的

@人民网：#“容嬷嬷”是好人#
近日，有网友在北京公交车上偶遇
83 岁的“容嬷嬷”李明启。李明启
老师上车后没座位，有个小朋友让
座，但她却坚持不同意，让小男孩
扶好坐好，自己还是一直站着。有
网友称，原来“容嬷嬷”是好人。
点评：83 岁还不接受小朋友的让
座，李明启老师看来一点都不像电视
剧里那么坏，而是“慈祥”得很。不知
那些倚老卖老不择手段逼迫他人让
座的老人，对李老此举有何感想？
@中新网：#老师扔学生论文#
近日，一则广州一高校答辩现场老
师向学生扔论文的视频在网上传
播，引发舆论关注。画面中，老师
严厉指责站在讲台上的学生答辩准
备不充分，并将学生的论文扔向讲
台。
点评：为人师表，即便觉得学

过程，是一次极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
国防教育，在仪式感十足的场景里，
可以进一步激发全社会拥军、爱国、
爱民的良好风尚，凝聚起关心国防、
支持军队建设的强大正能量，形成做
好双拥工作的新合力。
爱国拥军已经深深融入每个漯河
人的血脉。为此，我们要将悬挂光
荣牌与走访慰问、帮扶解困紧密结
合起来，进一步提升退役军人服务
管理保障水平，抓好有关政策的贯
彻落实，让他们享受应有的生活福
祉、体面和尊严，进一步提高军烈
属和现役、退役军人家庭的幸福
感、获得感。
一言以蔽之，及时把国家荣誉、政
府关心和社会温暖送到军人军属的心
上，是应当而且可以做好的善事，既需
要我们拿出诚意，更应该形成制度安
排，让他们切实享受丰厚的发展红利，
得到无上的光荣。

生的态度太不端正，再“恨铁不成
钢”也不该扔学生论文，这样有辱
斯文，也是教师不该有的教育行
为。当然，学生不在学习状态，学
校也该思考采取更好的管理措施。
@新京报：#全国首个童模保护
意见# 前段时间，一位年仅 3 岁的童
模被妈妈踢踹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关于童模行业规范、童模权益保障
等问题随后引发社会关注。日前，
《关于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的意见》 在杭州市滨江区出
台。意见规定，童模活动中不得利
用不满 10 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
代言人。这是全国首个童模保护相
关意见。
点评：杭州滨江出台全国首个童
模保护相关意见，对于童模活动的规
定比较详细，相关部门有了可以量化
的标准。不过，杭州滨江区相关意见
的覆盖区域有限、法律效力也有限，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出台更高层级、更
具强制约束力的相关法律法规，约束
“童模经济”野蛮生长。

向“最美家庭”学习
□孙维国
5 月 15 日是国际家庭日。为在全市
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
共建共享的家庭文明新风尚，展示最美
家庭孝老爱亲等感人故事和良好家风家
教，动员市民爱“小家”兴“大国”，
5 月 14 日上午，我市举办迎“六一”最
美家庭、文明家庭走进舞阳县朱耀环小
学活动。（详见本报昨日 03 版）
最 美 家 庭 ， 美 在 家 风 。“ 最 美 家
庭”虽然来自不同单位，但都有相同的
“幸福密码”：就是对良好家风的传承，
对家庭责任的履行，对基本道德的坚
守，对向上向善的追求和对亲人他人的
关爱。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细胞健
康，社会才能健康，评选表彰“最美家
庭”，崇尚向德向善，弘扬和美家风，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经营好家
庭，好家风是根基，所以，向“最美家
庭”学习看齐，就是要用行动传播、践
行好家风，用心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好。

二十多岁的人，可以是惊世
才华正初露头角，可以是碌碌凡
人却胸有成竹，而心理学家告诉
我们：如果我们执意将他当作
“孩子”，他，也就众望所归地变
成一个“孩子”
。
———龙应台
所谓“传统”，就是活着的
文化，不但活着，而且不能只活
在学者专家身上，必须学在众人
百姓之中。
———蒋勋
黄金年代永远在身后。无人
能够改变的是，时代的火车往前
开———拉着那些愿意的，拖着
那些不愿意的。
———蒋方舟
越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就越
要激励自己继续努力，提高能
力。只有这样，才能长时间地保
持成功的稳定性，获得更好的发
展。
———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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