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随笔 评论

2017年 9月 8日 /星期五 首席编辑 /赵红玲 责任编辑 /郁晶陶

新民网：www.
xi
nmi
n.
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pl
b@x
mwb.
com.
cn 读者来信：dz
l
x@xmwb.
com.
cn

电子废物的无序处理该终结了

秘境守护者

胡印斌

*&+,
! ! ! ! 日前! 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一
项调查显示!&!)*+的受访者家中有
废弃不用的电子产品% 通过二手市
场卖掉+,-.'+,'以旧换新+--."+,和
卖给个体回收者+#&.!+,是受访者处
理废弃电子产品的主要方式% *&.-+
的受访者困扰于不知如何处理废弃
电子产品!!&.*+的受访者希望由政
府部门组织统一回收处理%
当下!我国电子行业已经进入
存量市场时代!更新换代越来越快%
工信部数据显示!早在 #$%' 年我国
每年主要电器电子产品报废量已超
过两亿台%根据研究!#$%* 年纳入我
国管理目录的 %, 类电子产品废弃
量约 %%!, 万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
一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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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时值开学季!有关教育
的话题格外引人关注" 近
期! 一位 !" 岁退休教授撰
写了一篇有关 #幼升小$的
文章!在网络空间引发强烈
共鸣% 媒体调查发现!在整
个学前教育特别是 &幼升
小$阶段!不少家长提早布
局&超前教育$!在孩子还未
到起点时就已开始抢跑%
&恐慌$&焦虑$的背后!
有多方面原因% 而把考学生变
成&考家长$%正因如此!上海就
曾对这种有违义务教育法'有
损教育公平和中小学生权益
的行为进行通报批评!并对学
校和相关负责人进行追责!可
以说是有力纠偏"
当越来越多的标签成
为&茁壮成长$的代名词!
当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占据了日常
生活!孩子的&开学典礼$可谓来得
太早!缩短了无忧无虑的童年"难怪
有孩子感慨(&我喜欢寒假! 不喜欢
暑假!因为老师过年会回家% $令人
心酸的话语! 折射出孩子苦涩的心
境!更值得成年人省思%
学前教育的目的不是机械记
忆!而是启发大脑'激发潜能!为今
后的全面发展打好基础% 倘若因为
提前认识了几个字' 背过了几首诗
就自鸣得意! 不重视学习习惯和思
维方式的培养! 那么家长的一厢情
愿!只能与孩子的成长规律相违背!
与学前教育的初衷渐行渐远%
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
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
告* 显示!#$%! 年中国中小学辅导机
构市场规模超 "$$$ 亿元% 这说明!不
只是#幼升小$!#恐慌式抢跑$#集体性
焦虑$弥漫在整个教育阶段% 有人曾对
此打过比方(在电影院里!观众都是坐
着看电影!但当前排观众站了起来!后
排的人会纷纷效仿! 最后整个影院的
人都选择站立观影% 在教育资源的分
配还未能达到高位公平的情况下!这
样的焦虑可以理解也值得关注%
人生是场马拉松! 比的是持续
发力%#抢跑$不一定能赢!反而可能
给孩子留下一段空白的童年% 更加
尊重教育规律'尊重成长规律'注重
精神培养! 让成功的内涵更为丰富
多元!我们才能真正放松下来!还孩
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盛玉雷 刊今
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么!新的来了!旧的往何处去从 #$%% 年起!我国就开始实施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
例*! 国家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实行资格许可制度% 目前已拥有 %$$
多家有资质的企业% 然而!现实中!
不少回收企业往往因原料不足而常
年#无米下锅$% 另一方面!大量电子
废物!特别是金属含量高的电脑'冰
箱'空调!却流向小作坊'小企业% 不
仅难以得到妥善处理! 实现资源的
循环利用!且极易造成二次污染%
专家披露! 制造一台电脑需要
*$$ 多种化学原料!其中含有 -$$ 多
种对人类有害的化学物质!而一台电
脑显示器中铅含量平均达 % 公斤!铅
元素可破坏人的神经'血液系统和肾
脏% 如果拆解不当!就会对环境产生
一定的危害% 何况!不少电子产品甚
至连回收也没有!就被直接当做垃圾

扔掉!更是存在长期的环境隐患%
电子废物回收不能形成闭合的
链条!与民众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个体回收者的触角遍及街道社区!可
以方便地从民众手中获得电子废物!
而有资质的回收企业显然缺乏这#最
后一公里$的完善服务% 此外!相关部
门'一些地方对小作坊'小企业的监管
也存在疏漏% 这也导致其在电子废物
处理上实际处于一种无序状态%
此前!不少专家呼吁国家规范
电子废物的回收渠道% 事实上!这
种做法并不可行!也不可能% 即便
认定再多的回收企业!也不可能覆
盖全体民众%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回收处理管理条例*规定!国家对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实行多渠道回
收和集中处理制度% 现实地看!#多
渠道回收$本身并无问题!关键在
于能不能落实#集中处理$%

个体回收上来的电子废物为
什么会流向小作坊而非有资质的
企业- 恐怕还是价格以及便利性的
因素% 因此!与其限制个体回收!不
如用价格杠杆引导个体回收者将
电子废物卖给有资质的企业% 这
样!个体有积极性!企业也不再发
愁原料!整个渠道也会顺畅% 一味
地堵! 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精神!
也不可能管得住% 政府只要依法管
好#集中处理$就可以了%
在 #$%! 年第二届世界环境大
会上!电子废物被称为#新出现的环
境问题$! 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热点
议题% 此外!电子废物也被称为#城市
矿产$% 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些沉淀的
#矿产$!解决好这个#新出现的环境
问题$!并不轻松!需要科学的回收意
识!也需要相关制度的保障% 无论如
何!电子废物的无序处理该终结了%

电梯养老险值得推广
&'()
! ! ! ! & 月 ' 日上午( 杭州拱墅区小
河佳苑'大浒东苑'清水公寓的 ' 台
电梯( 拥有了全国第一批 #电梯养
老$综合保险保单%#电梯养老$综合
保险是在杭州拱墅区政府引导下(
浙商财险全国首创的新险种%
电梯养老保险是指对电梯全
生命周期保险(电梯使用管理者将
电梯日常维保费用'零部件的维修
费用'电梯检验费用等打包组成一
定资金(投到商业保险公司(由保险
公司负责对电梯日常维保质量进
行监管'零部件维修费用进行支付
和出现意外伤亡人事故进行赔付(
并依据投保年限按比例出资对电
梯进行改造更新%这种电梯管理与
维护的创新模式(值得推广%
长期以来(在许多城市(都有
一些住宅小区的电梯存在日常维
保不善的问题(安全隐患也越来越
大(急需大修改造或更新% 然而(费
用问题是个大问题% 电梯养老保
险的推出(则可使这一问题迎刃而
解% 住宅小区出现电梯伤人事故(
往往很难分清责任(推诿扯皮事件
较多% 有了电梯养老保险(电梯使
用人的伤害就可以由保险来买单(

!"#$%
! ! ! ! 小学教师!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职业!孩子们羽翼渐渐丰满!从稚拙
幼童到翩翩少年! 是人生最无忧无
虑的一段!他们几乎不理解&吾爱吾
师!吾更爱真理$!对教师全然崇拜'
依靠! 即使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对知
识孜孜以求!如海绵吸水!在小学他
们完成了与这个神奇世界无数的第
一次对话"
面对这样蓬勃新鲜的生命!作
为他们的教师!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教的知识很浅显! 从 %/%
开始!我们要将皮亚杰认定的&前运
算阶段$ 的儿童带入 &具体运算阶
段$!听上去很简单!但这是思维质的
飞跃//对未来世界所有的认知将
从这里起步!我们在教这些看似浅显
的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要有那个
日新月异的未来世界!我们教的是他
们认知世界的态度和方法!要认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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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也是一种责任归位%
由此可见(#电梯养老$综合保
险应当复制'推广% 在我国特种设
备安全法中(早就有#国家鼓励投
保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保险$ 的条
款% 事实上(仅有#鼓励$还不够(在

不少发达国家(购买电梯保险早已
通过立法成为强制性责任%我们也
应该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来管理
好我们的每一部电梯%
（何勇海 刊今日法制日报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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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日前! 参加青海省西海都市报
举办的 #三江源国家公园全国媒体
采访行$活动!%$ 天当中!驱车前往
黄河源'澜沧江源和长江源园区% 踏
访秘境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 大美
风景激荡人心! 而采访中遇到的一
位位秘境守护者!更让我为之感慨%
我们走访了可可西里不冻泉保
护站和位于格尔木的三江源国家公
园长江源园区管委会可可西里管理
处! 听老一辈和新一辈可可西里守
护员讲述他们巡山的故事% 从 %&&!
年一顶帐篷开始的保护站! 到整体
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今天! 守卫
者们与可可西里一起经历了艰难的
二十年% 曾经!他们因为害怕让藏羚
羊以为人类很友好! 给盗猎者可乘
之机而不得不放弃与它们的亲近.
如今!由于严格的管护!盗猎者已近
乎绝迹! 野生动物见到人已然毫无
畏惧" 在藏羚羊产仔的主要地区卓
乃湖畔! 在产仔季一守就是两个多
月的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局不冻泉派
出所所长詹江龙说!早上起来!帐篷
周围都是藏羚羊" 说到这里!这个被
高原上的风吹干了皮肤! 被暴烈的
紫外线晒黑了脸庞的汉子! 萌萌地
笑了!笑得那样纯真!仿佛他刚刚从
帐篷中醒来! 一睁眼便看到了他为
之守护了二十年的精灵"
听说!在 * 月 * 日第 ,% 届世界
遗产大会遗产名录宣布的那天!可
可西里的守护者们一直在电视机前
守着!当他们听到&青海可可西里$
时!兴奋得大声欢呼!有人激动得哭
了" 更有一组巡山队员 %$ 天之后走
到有信号的地方时! 才得知这一喜
讯" 他们有人发微信朋友圈说(&对
疲惫不堪的队员们来说! 这就像一
剂强心针!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在无
人区坚守下去的最炙热的心" $
当车队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
时!俊美的藏野驴不时出现在路旁!
优雅的黑颈鹤悠闲地踱着步子!低
声细语着走向湿地深处! 波涛汹涌
的长江北源楚玛尔河在草原上咆哮
着向南奔去!与长江正源沱沱河赴一
场千万年之约//目睹着这一切!不
由得你不激动得饱含泪水!对守卫者
们的无怨无悔!也才渐渐理解"
感谢这片热土! 赋予人类不同
凡响的人生价值.感谢这些人们!用
行动诠释着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简单的道理是幸福的基石
丁利民
业!不要敷衍!要敢于质疑!不要盲
从!要大胆提问!小心求证//
我们教的道理很简单!要有礼貌!
诚实守信!关爱弱者!有错就改//
科学家说!这就是教育!他们忘记了
老师教的全部! 留下的就只有这些!
我们很肯定!这是孩子们未来幸福的
基石"
我们教的知识不简单! 我们教
的道理很重要! 那我们究竟应该怎
样教呢我们使用的班级授课是夸美纽
斯为了 &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
的全部艺术$的理想而创造的" 而现
在! 也许正是不能与时俱进的班级
授课制成为这个理想的绊脚石" 十
六世纪至今!教室的场景几乎没有变
化! 而工业社会已经跨过信息社会!

迎来了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
今天所有的职业在未来一大半都可
能消失!孩子们将从事的职业很大部
分是不可知的" 个体的'民族的创新
力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创
新不得不从改变旧有的顺应工业时
代的班级教学方式做起"
也许我们可以将知识和学习者
的顺序改变" 知识不再是教学的唯
一目标!而是为了培养学习者学习力
的台阶和载体!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
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将教学的过程
变成学习者探索新知的过程"
也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份教案一
套习题教会所有学生的预设! 每个
孩子有着不一样的背景和学习起
点! 在学习过程中需要解决不一样
的问题!如何关注这些差异!并且成

为改造班级教学模式的契机"
也许我们可以改变评价方式!
既然知识不再是唯一目标! 那么学
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合作的
能力!探索的精神也许应该成为我们
引领孩子学会学习的重要品质"
也许我们可以改变座位摆放//
也许我们可以改变作业的方式//
也许我们最需要改变的是我们
自己!我们要培养有创新能力有合作
精神的儿童! 作为他们崇拜的教师!
我们要身体力行! 努力成为那样的
人!我们需要创新我们的课堂!创新
我们的思维!与同行合作!与家长合
作!与一切可以成为教育力量的人合
作!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新
课堂'新学校0（作者为上海理工大
学附属小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