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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友好型”快递生态
需要人人参与

□李晓亮

填单台悲剧背后是公共设施标准化的不足
□朱昌俊

“最大小学”，根源在于教育资源错置
□蒋璟璟

网购，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
部分。与之相伴的是，快递垃圾
数量剧增。统计数据显示，
2015年，全国快递业所使用的
胶带总长度为169.85亿米，可
以绕地球赤道425圈;2016年，
全国约产生300亿个快递包裹，
随之产生的纸壳、胶带、塑料袋
等垃圾的体量可想而知。专家
学者表示，快递垃圾如果处理不
当，所带来的污染将十分严重。
建议从减少快递过度包装、应用
可分解材料、加强回收再利用、
完善相关监督管理等多种渠道
强化综合治理。（经济参考报）

快递包装目前只有行业性
的倡议式指导性自律规定，而缺
少具有普遍强制性的制度规
范。可参考国外，对包装物的构
成、环保要求、包装规格和价格
进行统一规定，就如限塑令施行
几年来，至少让目前超市购物
时，民众多了一个自费选项，或
是倒逼着一部分人养成自带购
物袋的环保习惯。

而快递包装牵涉面，显然比
简单超市结账终端，要系统而复
杂得多。除了底层硬约束的全
国规制外，灵活实操层面，电商
平台、包装生产者、卖家、购物
者，环环相扣，其实都可助力环
境友好型的快递生态育成。

所谓能力大责任大，压成本
赚快钱，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特

别行业龙头，更该在绿色环保这
些不会立即产生真金白银，但是
利在千秋后代的公益性领域，进
行科研投入和产出，以企业责任
来加持自己领袖地位。我们欣
慰地看到，去年有致力于环保创
新改进，以推广100%可生物降解
的快递包装袋和无胶带环保纸箱
为己任的“绿动计划”；一个月前，
物流环保公益基金成立，绿动又
往前挪动一步。跬步致千里，任
何细微努力都值得期许。

还有业内算法的优化调整，
让包装和物件更匹配，不再有

“几两的东西几斤的包装”等尴
尬，让过度包装、资源浪费和垃
圾污染，在技术层面得以被更好
控制。而卖家和消费者，也该有
意识地进行配合，包装适度、材
料选择与成本挂钩，明晰规范，
又有价值引导，拆解后，自觉垃
圾分类，不造成二次污染。

长痛不如短痛，何况生态环
保是绕不开的社会选择。血色治
污代价太多，先污染的老路不能
再走了。何况快递污染早已非苗
头征兆而几成沉疴顽疾。最近的
新闻就同样有快递业黑科技被点
赞——“义乌快递公司幕后如科
幻片 小机器人能识别快递单选
择最优路线”。其实论资金和科
研实力，我们并不差，只要将同样
的决心和诚意投入环保方面，类
似的惊叹一定会早日响起。

湖北武汉市邾城街是新洲
区城关所在，1905年建校的邾
城街第一小学，是新洲区唯一一
所百年老校。随着大量农村人
口涌进城镇，这所小学被4331
名学生挤成了武汉市在校生人
数最多的小学，大大超过学校承
受的3000人极限。虽然学校语
数外三科成绩在全区小学经常
名列第一，但师生们还是被“挤”
得难受。校长告诉记者，学校超
载引发系列管理难题，最平常不
过的校园生活如做操、放学、上
厕所皆成安全风险点，学校压力
非常大。（楚天都市报）

因其整体规模巨大、应试成
绩优异，邾城街第一小学被称为

“超级小学”可说是名副其实。
而从另一方面说，所谓“超级小
学”显然也存在着种种“超级麻
烦”。比如说，基础硬件严重短
缺，安全隐患层出不穷、师生生
活环境恶劣等等……而它所背
负的，乃是教育资源错置的必然
代价。

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邾
城街第一小学之所以会形成如
今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大量务工或买房的外来人员将
子女送来入学”。并且，由于不
少农村家长认定城里小学“更胜
一筹”，他们甚至不惜投靠亲友、
住群租房也要把孩子送进邾城
街第一小学。很显然，在这些人
看来，邾城街第一小学就是他们

心目中的“名校”，并且是可以期
许、可以触及的“名校”。诸如此
类的逻辑，其实和大多数城里家
长“买学区房，送孩子读名校”的
想法并无区别。

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农村家
长看似“偏听偏信”的思维方式，
却很可能是有道理的。至少从
考试成绩上来说，邾城街第一小
学经常性名列全区前茅，这相较
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小学
可说是“优势明显”。而且，随着
邾城街第一小学不断“坐大”，其
在不经意间也产生了某种强烈
的聚合力。越来越多的生源，越
来越多的优质师资，越来越多的
公共投入汇集于此。过往常见
于“超级中学”的马太效应，如今
竟也过早地在某些小学身上若
隐若现。

“体量大的学校会越来越
大”，这似乎是一贯适用的规
律。之所以如此，固然与老生常
谈的所谓“教育资源失衡”有关，
但除此以外，我们或许还应该关
注所谓中国式家长的独特心态：
他们普遍极其重视子女的教育，
并且总是将“择校”视作教育投
入的主要方式。在这一前提下，
那些“考得好”的学校被一步步
神话，继而一步步备受追捧……
当“教育”如此轻率地被简化为
将孩子送进一所成绩好的学校，
造成种种不可预知的后果，必然
是大概率事件。

4月23日上午，河南信阳一
男子，带着2岁左右女孩在银行
营业厅办业务。男子办完业务
整理东西时，孩子独自走到填单
台边欲够物品导致其倾倒砸下，
孩子当即被送往医院救治，然而
在转院途中不幸身亡。（法制晚
报）

如此惨剧戳痛人心，不仅在
于悲剧本身的严重后果，更在于
它的诱因，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既
有生活经验与安全认知。谁能
想到一张普通的填单台居然蕴
藏了如此大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银行的营业厅
还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场所，它相
对更为封闭，其公共设施的布置
也更为标准化。众所周知，银行
大厅的设计大多大同小异，一般
都有对应的标准可循，比如填单
台摆放在什么位置，具体是什么
规格，至少在银行系统内部都有
统一标准。这不仅是为了提升
银行服务窗口的形象和辨识度，
更意味着一种安全感和可信任
感。这起事件中，2岁小女孩仅
仅是双手一够填单台就被砸倒，
涉事的填单台显然是不符合标
准的。

此事看似只是偶然个案，在
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看，其实
突显的是公共场所公共设施标
准化不足的问题。以往说到公
共设施的标准化，多数人一般联
想到的可能仅仅是公共信息标
志的规范、卫生间等公共服务配
备的达标，其落脚点主要是在于

便利程度。但很显然，这起悲剧
证明，相关设施的标准化执行不
力，还容易产生安全隐患。而事
实上，因为标准落后，或是执行
不力而导致的安全事故时有发
生。如校园塑胶跑道标准模糊，
商场和商品房的防护栏杆高度
不够，公共游乐设施标准不一等
等，都曾引发过不少致命的教
训。

公共场所设施标准化，不是
为了让公共设施的风格、规格都
必须统一，而是通过严格的标准
限定来确保安全底线得到保
障。在快速现代化与公共场所
空间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我们的
公共设施标准化存在着规则落
后和执行不力的双重尴尬。比
如，一些公共设施的生产和布置
还停留在自设标准的阶段，相关
规范缺失；而一些公共设施则可
能因为人为的大意、疏忽或是利
益的因素，而并没有严格按照标
准生产或安装。

就个案来看，这起事件当然
也牵涉到监护人责任的问题。
但应看到，银行大厅，本应该给
予人足够的安全感，而填单台的
风险也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正常
预期，再说孩子只是离开家长数
秒钟就发生这样的悲剧，其主要
责任显然应在银行方面。更需
明确的一点是，家长们的监护意
识难免参差不齐，而公共设施理
当给人稳定的安全感和安全预
期。这应是如是悲剧所最应该
被吸取的公共教训。

23日下午3时许，遂宁市公
安局船山分局介福路派出所接
到家长唐女士有关女儿出走的
报警电话。出乎警方意料的是，
在此之后又相继接到多起少女
离家出走报警电话，一共有7名
学生分两批离家出走。

“在接到市民的报警之后，
辖区派出所立即与报警人联系，
了解事件缘由、学生基本特征等
情况，并及时组织巡逻民警开展
寻找工作。”遂宁市公安局副局
长谢德生介绍说，7名少女离家
出走，同时引起了市、区两级公

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市公安局局
长徐承庚随即召开警情研判会，
要求由遂宁市公安局分管刑侦
副局长陈麒巍牵头，组织市局刑
侦、网安等警种全力以赴做好寻
找工作；同时组织船山警方开展
寻找和走访工作。

在搜寻过程中，警方与学生
家长一起查看沿途的监控，希望
在众多的视频中能看到孩子的踪
影。“由于不清楚具体出走时间，
出走的路线，未能发现当事学生
的踪迹。”谢德生说，警方在查看
视频的同时，街面巡逻也在同步

展开，辖区派出所对网吧、宾馆、
出租屋等地展开详查；警方还通
过QQ与失联孩子进行联系。

25日傍晚，警方在对失联学
生亲戚、朋友、同学进行走访中，
首先将小芮在一同学小宇家中
找到。随后，警方通过小芮，在
城区“南帝思网吧”将小怡找
到。当民警出现在小怡身边时，
小怡还沉迷在游戏之中。当晚
21时许，民警在城区“星际网吧”
内找到玩游戏的小柳、小郭、小
佳以及小懿。至此，7名出走女
生全部找到。

本月22日起，遂宁7名初中女生，在3天内分两批离家出走。遂宁警方接到学生家长报警后，立即组织刑侦、
特警、派出所民警等多个警种进行全城搜寻，用了3天时间，陆续将离家出走的学生全数找到。警方问询得知，这
7名出走女生要么是因为逃考，要么是因为和家长闹矛盾，被家长训斥后负气离家。

27日上午，7名女生家长为遂宁警方送去锦旗表示感谢。对此次“集体”出走，遂宁市公安局一负责人表示，
孩子正处于青春期叛逆期，家长在教育过程中，应灵活选择与子女沟通方式，避免刺激其情绪，造成严重后果。

7少女“集体”出走
遂宁警方全城搜寻

“孩子认为自己长
大了，很难接受命令式
的口吻。”遂宁市公安
局心理咨询师谢蒂说，
孩子进入青春叛逆期
后，格外渴望得到外界
的认可和尊重。

谢蒂说，作为孩子
家长，首先要在自己身
上找问题。不少家长
把自己当年的愿望强
加到孩子身上，这就
造成孩子与家长产生
隔 阂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要多了解孩子的
兴趣爱好，通过发挥
孩子的长处，来增强他
们的自信心。

同时，就是要和孩
子交朋友，多倾听孩
子的意见，多尊重孩

子。通过轻言细语的
交流，来培养父母与
孩子之间的信任度，
多与孩子进行互动。
家长也是从青春叛逆
期走过来的，只是没
有现在的孩子表现得
明显，所以面对孩子
令人不解的行为，不
妨换位思考，想想孩
子为什么会这样。有
了共鸣后就会理解孩
子，能找出问题的症
结。家长也要允许孩
子犯一点错、吃点亏，
不要过分束缚孩子的
手脚。家长是孩子最
好的榜样，叛逆期的
孩子模仿能力强，家
长的良好言行能给孩
子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民警处将孩子领出来，
我们重话都不敢说，只能安慰开
导。”警方找到孩子后，看着女儿
平安无恙，家长们都松了空气，
谈及孩子们的这次出走，家长们
都摇头不已。

21日上午，遂宁一中学举行
期中考试，小柳却逃考了。当老
师将孩子缺考这一消息告诉小
柳的母亲唐女士后，唐女士又急
又气，当晚孩子父亲严厉训斥
女儿。让唐女士没想到的是，
原来一直乖巧的女儿还顶了
嘴。22日下午，小柳给唐女士
说找同学玩一会儿，结果出去

之后就不见了踪影。“出门前曾
告诫她18时前必须回家，当日
17时还接了她爸爸的电话，之
后就再打不通了。”当晚家人四
处寻找，经向小柳同学询问得
知小柳常去上网，家人遂前往
网吧寻找无果。直到次日凌晨
3时许，仍然一无所获，随后唐
家人报警。“因为是个女娃娃，
害怕在外面出现啥意外。”23日
下午，唐家人反复拨打女儿的电
话，一直没人接听。

而就在小柳离家出走的当
天，小柳的两名同班同学也因被
家长训斥，选择离家出走。

24日中午，12岁女孩佳佳
用同学手机登QQ时，与小学同
学小柳聊天时，被小柳等人邀其
到校外玩耍。4人在遂宁三中门
口相遇后，一起逛街游玩至15
时许，佳佳才发觉自己已迟到，
索性不再返回学校，选择与3名
小学同学一起流浪。因为4人
离家或离校时，每人身上仅几十
块钱零花钱，上网花光后，4个小
女孩闲逛至安居并在一家24小
时店内留宿。此后几天，4个女
孩因担心被家长责骂，不敢回家
或回学校，因其身上没钱便用手
机在免费店内蹭WIFI上网。

多警种出动全部找回出走7女生全城搜寻

孩子离家出走
家长多找自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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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先生的女儿小芮以前成
绩一直很好，还当过班里的学习
委员。发现娃娃成绩出现下滑
后，家里就给她报了一个补习
班。23日上午8点，小芮说去补
习数学，可到了中午11点，孩子
还没有回家。“我们就给补习班
老师打电话，结果却被告之当天
没有开课。”廖先生说，他就给与
女儿要好的另一同学打电话。
小芮说班里有个同学要转学，想
在一起玩一会儿。

当天下午4时，廖先生的爱
人看到女儿还没回家，就打电话

催促，两母女在电话里吵了起
来。“气急的爱人就给女儿说，不
回来就不要回来了。”廖先生告
诉记者，他家有两个孩子，小芮
是家里的老大。自从有了第二
个孩子后，小芮就认为她妈不再
爱她了。

当天晚上，廖先生和家人在
南门、步行街等地多方寻找，但
一直没有找到女儿。24日上午，
廖先生就到学校找到23日能联
系上的小芮同学小怡，随后廖先
生便邀请小怡及及父亲唐先生帮
忙一起寻找。当几人驾车到彩虹

街附近时，小怡就让两个大人在
外面等，她上去劝说小芮回家。

“我们在外面傻傻等候，没
想到几个娃儿从另一个路口跑
出去耍去了。”廖先生说，他们从
9点等到12点，不但没有见到小
芮，就连去帮忙寻找的小怡也不
见了踪影。下午2：30，廖先生
和唐先生一起到派出所报警。
直到警方找到几人孩子才得知，
小芮、小怡与另一逃课同学一
起，从小区的另一个出口溜了出
去，坐车到城北去玩了。（文中所
涉当事人均为化名。）

原帮忙找同学结果跟着离家出走

被训斥后出走 4女孩流浪不归案情回顾

鲍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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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倩倩一起
成都熊猫基地

再选6只熊猫野化放归

比对“倩倩”
基地再训练6只熊猫野化

熊猫“倩倩”今年3岁半，作
为第一批野化放归的熊猫之
一，她肩负着展示熊猫野外生
活能力的“重任”。她不仅受到
研究人员的密切关注，还时刻
被比较着。在她的出生地，几
只年龄相当的圈养熊猫成了对
照小伙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
究基地研究中心主任侯蓉称，对
比研究发现，倩倩能拥有“好身
材”正得益于它的勤快，观察发
现，她60%的时间都在活动，而
对比的小伙伴则是40%甚至以
下，而且倩倩野外适应能力更
强，对危险的警惕度增加。

倩倩表现好，于是，去年年
初，另两只大熊猫因为在好动、
体重正常、内分泌平衡、更不依
赖母亲等多个指标中，综合得
分较高，成为第二批野化放归
成员，目前正在熊猫谷适应。
接着，今年3月底，和风、和雨、
星光、星辰成为第三批待选成

员，基地研究中心研究院齐敦中心研究院齐敦
武说武说，“，“是否要送它们去野外生是否要送它们去野外生
活活，，还得依据它们的表现还得依据它们的表现。”。”

去年去年，，与倩倩一同野化放与倩倩一同野化放
归的熊猫和盛死亡，对此，侯蓉
有些遗憾，“我们从解剖、病理、
细菌学等方面彻查，最终查明
它受伤感染而死。基地也因此
优化了培训方法，改进了检测
方式。”

人工辅助野化
让熊猫自己学会野外生活

在研究人员眼里，野化放
归大熊猫，并不是一个可有可
无的工作。

据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
数据显示，全国大熊猫野生群
共有1846只，却被分割为33个
局域种群。也就是说，熊猫们
的分布并不集中。最让研究人
员焦虑的是，其中22个局域种
群的个体数量小于30只。

为了保护数目少的大熊猫
品种，让栖息地更加连贯，基地

成都大熊猫繁
育研究基地，
养尊处优的大

熊猫已繁衍了 5代。
但怕它们丧失野外生
活能力，2年前，熊猫
“倩倩”因为综合条件
好，成为野化放归第
一“妞”，先“搬家”前
往位于都江堰的熊猫
谷，再在去年3月抵达
石棉栗子坪野生训练
基地。

从一百平方米的
圈养小天地，迁到
100 亩的野生训练
营，再抵达 300 亩的
野生乐园，“倩倩”表
现出很强的适应性，
体重也从去年 69 公
斤增长到如今 78 公
斤。和同龄圈养姐妹
们 80 多公斤的平均
体重相比，倩倩的身
材更为健美。

4月 27日，记者
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
究基地获悉，基地又
陆续圈中6只大熊猫，
同“倩倩”一样进行野
化训练。

决定让大熊猫学习回归野生生态。
侯蓉称，野外放归主要有“母带仔”和人

工辅助软放归两种方法。简单地说，“母带
仔”就是让妈妈带，到一定年龄之后再放到野
生环境中；后者则是将熊猫放到野生训练地
基中，工作人员适当辅助，让它适应野外生
活，并密切关注熊猫的生活情况。

最终，基地选择了人工辅助的方式。侯
蓉对此说明道，截至2016年12月31日，基地
共有176只大熊猫从最初的6只个体发展而
来，已在圈养条件下繁衍至5代。熊猫妈妈
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在野外生存了，因此人工
辅助的方式更合适。

研究院齐敦武告诉记者，人工辅助并不
意味着，工作人员要教会熊猫如何在野外生
活，主要是给它们营造一个自我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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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化中的熊猫倩倩。

熊猫倩倩。

出走女孩家长向警方送锦旗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