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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雾霾污染
!5

月
#+

日再次达到中

度以上!这至少已是
+5

月份以来的第四轮"包

围北京的河北地区也好不到哪去"吐槽声传遍

互联网!由于
2678

在即!政府对北京及周边

地区汽车限行及高污染企业停工限工的措施

即将推出!人们发牢骚又多了个话把"

2678

像是面镜子!照出雾锁京华给这个国家带来的

尴尬!以及治理雾霾之难"

2678

期间北京汽车单双号限行及让一

些工厂#熄火$!都是临时性措施% 北京届时即

使出了蓝天!也是&花高价买来的$!根本不可

持续% 为了外国人&兴师动众$!对于一些人来

说是最有的骂的% 政府恐怕只能听着了% 大家

对雾霾有气!明知道&不全是政府的错$!但喜

欢骂人的不骂政府!又能骂谁呢'

中国人传统上重视迎客!

2678

期间采取

一些特殊措施!尽量减少雾霾天!大多数人恐

怕不会觉得这不正常%如果是在平时!政府&无

缘无故$下令汽车单双号出行!公众肯定不干!

舆论会大闹% 而这次因为是开
2678

!网上虽

有吐槽!但民众对政府的特殊措施总体上是配

合的态度%

雾霾能治!大家都不开车(工厂都停工就

行了%但这不叫治%有人指责!政府为什么不早

些采取限车关厂的措施!偏等
2678

来' 这样

的胡言乱语纯属起哄!如此装傻充愣者根本不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工厂都关了!大家用什么'

汽车都停了!有车族谁干' 中国要寻求的是既

开工厂又开汽车而蓝天就在我们头顶的治理

之道%

难就难在这里% 中国的发电总量
45!5

年

超过美国!汽车保有量远不及美国!而我们的

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 我们还需多发多少电(

多开多少车!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水平再往前追

一追%由于中国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集中在中东

部地区!我们各种设备的减排能力低!而且我

们处在基础建设的高峰期!河北一个省的钢产

量一度超过全美国!我们治污的压力与民众要

多挣钱(过更好日子的要求是相互冲突的%

但我们不能为了挣钱把自己&憋死$%我们

面临比其他国家工业化时期要严峻得多的两

难选择% 这个两难既是政府的!也是社会全体

成员的%

2678

这面镜子!再清楚不过地照出

了我们全社会在物质和环保利益之间高度拧

巴的真实样子%

没有不发牢骚的社会!牢骚有时就像理性

社会呼出的二氧化碳% 北京经历了雾霾的
!5

月!但之前的夏天和春天过得似乎还不错% 这

两年的治理是否还是有些作用呢'这恐怕还要

年底的权威分析说了算%中国政府如今对雾霾

的重视度可谓达到了&最高级$!实质性的治霾

措施不断出台! 如果科学不欺骗我们的话!一

定的效果总应是有的%

雾霾是对中国粗放现代化方式发出的警

告!但它不是对中国高速发展和放飞想象的窒

息% 我们要防雾霾带来的伤害!但我们不能让

思想能力和意志先被它废了% 要走出雾霾!我

们必须保持足够的精神健康!做到心明眼亮%

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最终一定得

是我们战胜雾霾!而不能是雾霾击败我们%

!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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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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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原始档案找不到! 我今年都
9"

岁

了!还没有退休% $汝州市夏店乡呼窑村
9"

岁

的呼德明老人说!他从
!:;<

年开始参加工作!

在多个煤矿整整干了
-5

年! 因其间多次工作

调动原始档案丢失! 如今
9"

岁的他仍在汝州

某小区给人看大门糊口%

印象中!档案这东西既重要又神秘% 小时

候!老师和父母总跟我说!不要做坏事!不然要

记到档案里! 所以给我的感觉是档案很重要)

但现在已到不惑之年!仍然没有见到过它的影

踪!所以觉得很神秘% 但你可千万不能忽略它

的存在!因为在某个关键时间!它就会突然跳

出来给你制造点麻烦***例如!每年准点你就

要到人才市场交上个几百元的档案管理费%你

能交费还算件好事!因为至少证明你的档案还

在!不像汝州市这位做矿工的老大爷!竟然连

档案也&被不见了$!弄得过了退休年龄
+"

年

还无法办理退休手续%

我就弄不明白!管理档案的单位把档案弄

丢了! 为何躺着中枪的却是莫名其妙的老大

爷% 如果继续找不到!那得干到猴年马月才给

退休' 各位保管档案的&大爷$!你们要么上点

心!要么把我的档案还我放保险柜!免得我成

天担心退休这档子事%

!藏"着班主任的玻璃房#

折射了什么

!

高路

河北邯郸市广泰中学实行&教师

全程随班办公$模式!在每个教室后

部设有班主任办公室!班主任通过办

公室窗户能够零距离随时观察每位

学生动态%

自从有了老师这个职业开始!学

生和老师间的博弈就没停止过!老师

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盯梢( 管教(

约束学生!学生用各种工具反侦察反

约束% 古代的先生们的法宝是戒尺!

我小时候常常碰到的是粉笔头!在你

打盹发呆的每一刻!准时飞奔到你面

前%

这种&乐趣$广泰中学的学生们

是很难体会到了% 一面玻璃墙将整个

教室一览无余地曝露在老师面前!更

关键的是学生们不知道老师在干什

么!而老师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学生

们在干什么% 一个没有秘密的教室!

你不能在课堂上等老师转过身的片

刻出个神!也不能跟左邻右舍交个头

接个耳!甚至不能在课余打闹一下%

在这样的玻璃房里!你的青春似

乎就只剩下学习了% 学生恰恰像是

流水线上的产品!等待着检验者的盖

章% 你不再是赵某某(钱某某(孙某

某!而是
+55

分(

:5

分(

,5

分!但是面

对这样的老师!我们竟然一点都恨不

起来% 老师一边批着作业一边还要

担心着课堂!难道他们不累吗' 拿着

老师的工资!干着从父母到保姆到心

理医生的活儿! 你以为老师愿意这

样'

老师们的良苦用心让人动容!他

们的目的很简单! 让你一心一意学

习% 为了当好这个角色!他们传道授

业解惑! 还兼职干起了间谍的活儿%

一个不能随时掌握班级情况的老师

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老师恨不得人

人都是透明的!没有秘密!没有七情

六欲没有喜怒哀乐%

我们的老师其实是这个世界上

最可爱的一群人!起的比鸡早!活的

比牛还累!什么事都要操心% 而我们

的学生恐怕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累的

学生!虽说什么事都不用操心!可是

光一个学习就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

气来%

我们都是一群被应试教育驱使

着前行的可怜人! 不敢有一丝懈怠!

生怕打个盹的时间!机会就从身边溜

走了% 大家都很累!老师时刻担心会

不会出什么状况! 容易得强迫症)学

生随时担心背后发生什么情况!时间

一长!心理也容易落下阴影!至于尊

严(隐私!那都是奢侈品% 可是这些细

节在洪流面前都被忽视了!只要金榜

题名! 谁在乎张三其实喜欢画画(王

二喜欢踢球( 李四更想当个面点师

呢'

玻璃墙只是一面三菱镜!折射出

的却是社会成长路径的单一% 只有将

学生的个人空间压缩到最小程度!才

有可能让应试教育发挥出最大的效

能!所以别责怪学生不懂事也别责怪

老师太多事% 如果不能避开那场大

考!玻璃房里严苛的青春总比虚度要

好%

没法退休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社会热点社会热点

!

易伍

深秋时节! 城市街头一夜之间铺满落叶!金

黄色(墨绿色(深红色+,五彩斑斓!各种色彩与城市

景象融合!宛如一幅多彩油画% 然而!这些美丽的落叶大都被

一扫而光!在加重环卫工作业量的同时!也让人徒留遗憾%

换个角度看!其实!冬日落叶也是都市里的一种资源!为什么不可以

给它们一些善待'

45+4

年
++

月!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在该市明孝陵石象路(

陵园大道人行木栈道(中山陵三条甬道和灵谷深松路打造了四条&落叶景观

大道$!环卫工人不再清扫落叶!仅仅清理纸屑(塑料袋等垃圾杂物!尽可能保

留&落叶缤纷$的原貌% 这样不仅留住了美丽的秋色!也让踩在落叶上的行人和

游客!尽情品味千年古刹!听潺潺溪水声!令人陶醉% 据悉!国内成

都(苏州等许多城市也有相应措施,,

俗话说!落叶归根% 窃以为!在不影响道路行走和城市排

水的前提下!可以在城区休闲地(公园内裸露的土地(灌木丛

下(树木根部保留落叶和枯草枯枝!这些落叶腐烂后是绿色

肥料!对环境不会

造成污染 !

还 可

以改善土质% 正所谓&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留住城市的冬日落叶吧%让

人们踏着金黄的落叶散步!

亲近自然!在寒冷中享

受大自然带给我们

的诗情画意 !

何 等 惬

意-

请善待城市的冬日落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