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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

观点

点赞·新风尚

民声快线

□本报记者 帅政

“呼市公交”官方贴吧最近火了，
原因就是首府公交将推“私人定制”线
路，人们可以来这里发表自己对于制
定新线路的需求、想法，并且有公交公
司的人进行回复。“多听城市周边百姓
的声音，利用现有的公交资源解决他
们的出行问题，是我们建立这个贴吧
的初衷之一，我们也确实将这些需求
反馈给了总公司，由总公司进行实际
调研。目前很多线路的制定或者改动
都来源于百姓的呼声，争取每一条线
路都能通到村民、市民们的心里。”贴
吧的版主说。

公交车是公共交通重要的组成
部分，它的发展关系着每一位百姓的

生活。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委、市政
府大力推行公共交通普惠，把购置节
能环保公交车、开通新线路以及建设
智慧公交列为每年的重点民生项
目。近日，记者走进呼市近郊农村，
亲身体验公交车带给村民们的便利。

说起公交车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根堡村村民王玉兰深有感触。

王玉兰在村里出名的要强，可
前几年，王玉兰常常为了进城而求
人。原来，儿子婚后在呼市市区定
居，平时想去看看他们，却因为交通
原因常无法成行，每次都得让儿子
或儿媳接送，这让爱面子的她心里
很不是滋味。

2014年，村里通了公交车，王玉
兰心里一下踏实了。“这下我想去哪儿
去哪儿，谁也不用求！”她说这话底气

十足。
现在，王玉兰坐上通往村口的公

交车，每隔两天就往市里跑一趟，风
雨无阻。亲手包的包子、家里采摘的
新鲜蔬菜，不论多少，王玉兰总是第
一时间带到市里。对王玉兰而言，能
够经常看到儿子儿媳，把好吃的好用
的送给孙子，自己也觉得很满足、很
幸福。

张秀秀是曙光村村民，也是一名
村干部。开通公交车她也是受益者，
以前由于工作原因，张秀秀要经常出
门，到办事处办事，到区里开会、参加
培训等，有时候还要到市里办事，交
通对她来说至关重要，影响着她的工
作效率。可是冬天冷、夏天晒，赶上
下雨下雪，在路上骑车，摔个跤、弄脏
衣服都是常有的事。最后没办法，家

里都准备买车解决出行问题。正在
此时，张秀秀得知自家村子前要开通
公交车，而且村口就有公交站点。张
秀秀想去市里、区里或是办事处，公
交车都能到，十分方便。自此，张秀
秀买汽车的想法再也没有跟家人提
起，而且她的工作劲头也更足了。平
时给老百姓办事、到区里送材料，她
跑得比谁都勤，成了村里的骨干，哪
家有事找她帮忙，她也总是热心解
围。工作之余，张秀秀也喜欢坐上公
交车出去溜达，走亲戚、串门、逛街，
就连赶集买菜，她都要坐上公交车置
办。“有了公交车，咱也像城里人一
样，生活方便得很。”张秀秀言语间是
满满的赞许。

城市发展，交通先行。
公交车的开通，给王玉兰、张秀

秀这样的村里人外出铺就了一条坦
途，也记录了她们幸福生活的点滴变
化……

公交车的开通，方便村民出行不
说，还为村民省下不少费用。

张秀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坐
101路公交车到市里，中间转一次车，
来回一趟总共才花 12元钱，如果打
车，来回一趟需要近百元。

据了解，为了方便群众出行，近年
来，呼市公交总公司结合群众需求，相
继开通了多条通往周边农村的公交线
路，到盛乐经济园区的101路、到脑包
村的103路、到野马图村的104路、到
根堡村的105路……一条条延伸到村
民家门口的公交线路也让村民们的生
活更加便利。

“有了公交车以后，逛街、办事、

会朋友时，都会乘坐公交，方便、安
全、省事还省钱，幸福指数又提升
了。”采访中许多开通了公交车线路
的村民们告诉记者，下一步，希望公
交车的频次越来越多，要是能停靠村
口的不同线路公交车也越来越多，就
更好了。

针对城市周边居民细化的需求，
呼市公交总公司副总经理秦艳武告
诉记者，今年公交部门将围绕和林格
尔新区建设，结合新型城镇化与城乡
一体化发展形势，推进城市周边短途
客运公交化改造以及城市公交的延
伸服务，构建城乡公共交通统筹协调
发展格局，年内至少开通、延伸改造
城乡线路3条，提升公共交通一体化
水平，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公
共交通服务。

编辑你好:
我住在呼和浩特市南郊的六犋牛村，老伴的病需要定期进城复查，子女又都在外地工作，所以每次出门都很不方便，要么搭同村的顺路车，要么雇车。现在，直到209路公交车通到

了我们村口，它直接就能开到旧城北门，而且定点发车，不用担心等不来车的情况，这样我家的交通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还省了不少钱。
现在每逢周六日，我们村里的人都会相约一起坐公交进城转转，以前都不敢想，现在我们感觉自己离城市越来越近了。听说现在这样的公交线路会越来越多，这真是惠及民生的

好事，希望这样的好事不要停，让更多的老百姓能享受到便利。 呼和浩特居民 李国栋

记者调查

□李振南

下了公交车，到家还有一两公里。乘出
租 不 划 算 ，打 三 轮 车 不 安 全 ，乘 公 交 没 车
站，若是遇到数伏天或雨雪天，抑或是手提
重物、拉家带口，这一公里可真能难倒不少
人。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即便公交网络绵延

上千公里，如果在“最后一公里”上存在服务
盲区，便民效果就会打折扣，就好比足球比赛
一样，攻势再猛、局面再好，如果临门一脚搞
不定，就会前功尽弃。现实中，很多城市公交
网络都存在这种“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近 年 来 ，首 府 把 大 力 推 行 公 共 交 通 普
惠，把购置节能环保公交车、开通新线路作
为重点民生项目，将公交线路的“触角”延伸
到城郊，给居民们带来了巨大便利，赢得了

一致好评。
笔者认为，公交全覆盖是大势所趋，因

为公交毕竟是姓“公”的，唯有打通“最后一
公 里 ”、实 现 全 覆 盖 的 公 交 网 络 ，才 能 更 好
地 服 务 群 众 出 行 ，托 举 起 群 众 的 绿 色 出 行
梦。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秉承“城市发
展公交优先”的理念，更要将这一理念很好地
落实下去，通过“大建设、大投入”来完善硬件

建设，通过动态化、精细化的公共管理来提升
软件服务。换而言之，就是要按照城乡发展
的总体规划和建设速度，合理规划、科学布局
公交线路，不断补充、调整和优化运营线路，
做到“道路建到哪，公交通到哪”，加快建设和
完善公交专用道，改善公共交通的通达性和
便捷性，不断创新服务供给方式，更好地满足
老百姓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让“公交优先”在
城乡发展进程中“一马当先”。

打通老百姓出行难“最后一公里”

近日，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个
别课文引发了部分教师和家长的热议，
甚至被质疑是“假课文”。对此，人民教
育出版社办公室的杨姓工作人员14日回
应说，人教社已经向教育部写了相关的
情况说明，课文绝不是杜撰的，有相应的
文章来源。 （转自《澎湃新闻》）

不可否认，小学语文教材中选用的
个别“假课文”，这个黑锅确实不该由出
版社和编者背。因为这些“假课文”并
不是出版社和编者杜撰的故事，而是从
其他图书、报刊杂志上选用文章，而且
有的“假课文”已经流传了上百年。比
如《华盛顿与樱桃树》这篇“假课文”，是
美国人梅森拉克魏姆斯牧师在1800年
出版的《华盛顿传》中杜撰出来的故事，
直到2008年被美国考古学家正式定性
是假的。

另一方面，出版社在小学语文教材
中选用这些“假课文”，应当说初衷是善
意的。而且，这些“假课文”也的确符合
小学语文教材课文的选用标准，能够引
导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能让小学
生吸取向上前进的营养和力量。用现
在流行的话说，这些“假课文”就是心灵
鸡汤，这既是“假课文”可以入选语文教
材的主要原因所在，也是打假打了这么
多年始终没能把“假课文”赶出语文教
材的原因所在。

但是，纵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忽视
了“假课文”可能对学生产生的副作用，
反过来不利于小学生的健康成长。一
旦小学生了解真相之后，不但起不到对
学生的正面教育，载不动真道理，反而
会误导学生，让学生怀疑老师教给他们
的真道理和正确的价值观。比如《华盛
顿与樱桃树》这篇“假课文”，初衷是通
过描写华盛顿的诚实，教育小学生要从
小当一个诚实的人。但是，这故事本身
是杜撰的，用一个不诚实的故事教育小
学生要诚实做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
讽刺，让了解到真相的小学生作何感
想？

教育学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这是
对的，语文教材选用三观都正的课文也
是必要的。但是，在选入课文之前，出
版社和编者应当充分了解文章中所讲
述故事的真实性、逻辑性和科学性。特
别是对于已经被专业人士定性为杜撰
的假故事、内容不科学、逻辑有问题的
文章，那么不管三观多么的正确，文章
多么的优美，都不适合选入教材，应当
及时清理出教材，或者在选入教材时进
行适当的修改，这应成为教材选择课本
的基本原则。对于暂时没有办法清退
出教材的“假课文”，也应当明确告知课
文中的故事是杜撰的、逻辑有问题、违
背科学性等问题，让语文老师在教学中
正确引导小学生，避免老师当成真人真
事教育学生，进而产生副作用。

（张立美）

“假课文”载不动真道理

□本报记者 帅政

近日，由包头开往杭州去的Z284
次列车平稳地运行着，时值中午，旅
客们正在忙和着吃午饭。卧铺车厢
旅客张先生吃饭时将手机放在了枕
头边，转身的功夫，手机居然不翼而
飞了。张先生在一家新闻单位工作，
手机里存放着重要资料，非常着急。
列车员了解情况后迅速联系了随车
乘警长姜彦刚。

有着多年一线办案经验的姜警

长非常冷静，一边仔细询问失主铺位
周边的旅客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一
边安排搭档张黎云调取事发时段的
监控录像。通过一对父子提供的信
息与监控录像进行比对，锁定了一名
嫌疑女子，并在列车员的配合下在火
车座席找到了她。该女子神情异常，
看着乘警当面拨打失主的电话，什么
都没说就主动拿出了手机。后来姜
警长调查得知，这名女子本身精神异
常，上车时是由集宁南站站务员送上
列车的，所以免除了处罚，并要求该
车列车员对她进行看护，以免发生其

他问题。
不大工夫手机就能失而复得，

张先生十分感谢，但同时又很好奇：
旅客这么多，怎么如此迅速就能破
案？姜警长表示，这得益于车厢两
端的监控探头。姜警长告诉记者：

“该列车直达杭州，所以 2016 年杭
州 G20 峰会前夕，车队里所有旅客
车厢两侧都安装了摄像头，这让我
们乘警的工作变得非常有效率。一
旦发生一些案件，有探头和没探头
的工作量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不仅
去杭州的车有了，去其他地方的车

也都安上了。”
现在普通列车一般只配2名乘警

随车，他们保障着列车上千名乘客的
安全，责任重大。姜警长表示，人力
与硬件都跟上才能更好保护旅客安
全，监控探头让小偷小摸行为无处遁
形，只要人在车上，他就跑不了。还
有旅客不小心拿错行李下车的，都能
帮失主回，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
的。“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广大旅客
一定要把贵重物品保管好，虽然是老
声常谈，但这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
式。”姜彦刚说。

车厢装上“天眼” 旅客尽享安全

扶贫：从“输血救助”
到“造血共赢”

“你看这些鹅雏长得多好啊，还
有这些小猪仔，刚发回来的时候就
这么大，这刚2个多月，就长这么大
了，照这么长来年一定卖个好价
钱！”白凤山边用手比划边开心地说
道。

白凤山今年56岁，是通辽科尔
沁区敖力布皋镇典型的贫困户，因
股骨头坏死，基本丧失了劳动力，仅
靠老伴种几亩地来支撑整个家庭。
今年5月份，在镇政府的帮扶下，白
凤山家开始发展特色庭院养殖，镇
政府先后为其发放了33只鹅雏、3
口仔猪。近日，镇政府又为其购买
了一头基础母驴。“想要让贫困户能
真脱贫，不能直接撒手给钱，‘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通过产业
的扶持，变‘输血’为‘造血’，这样才
能有效脱贫。”敖力布皋镇镇长于艳
春说。 （乔木）

贺生林：打造城川镇品牌猪肉

走进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
川镇大池村贺生林的养猪场，一排
排标准化的养殖单元、全自动的饲
料加工厂、干净整洁的牲畜粪尿处
理厂房映入眼帘……全封闭式、自
动化控制的现代养殖模式，使喂食、
清洁、消毒等工作都可自动完成。

贺生林介绍说，养猪场食用饲料
全部由农户种植的玉米加工而成，再
用牲畜粪便沤制农家肥实现玉米低
成本的增产增收，降低养猪成本，实
现了种植业→养殖业→种植业的高
效循环利用。目前，养猪场生猪存栏
260头，其中基础母猪53头，育肥猪
123头，仔猪84头。从业人员2人，
家庭年收入60余万元。

谈及下步发展，贺生林有着清
晰的规划：“成立合作社，把周围农
牧户组织起来，进行专业化生产，注
册商标，向市场提供城川镇特有的
品牌猪肉，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常晓飞 贺东旭）

徒步穿越胡杨林
倡导绿色新生活

近日，随着一声哨响，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徒步穿越胡杨林”低碳环
保健身活动开启。本次徒步活动全
程约6公里，来自旗各行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及广大社区居民700余人
参加了此次活动，并清理胡杨林景
区白色垃圾约2吨。额济纳旗电业
局职工马泾菁说：“由于平时工作繁
忙，很少出门锻炼，这次活动不仅锻
炼了身体，还把景区内的垃圾也清
理了，十分有意义。” （张怀介）

首府公交首府公交：：““私人订制私人订制””线路通达周边农村线路通达周边农村

在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赛音希利嘎查卫生室，宽敞明亮、干净整洁、设备齐全，村医娜木罕在忙着为牧民量血压。该旗地域辽阔，在农牧区三级服务
网络中，嘎查村卫生室具有“网底”的作用。建设嘎查村标准化卫生室，对于进一步提高农牧区卫生服务水平，缓解农牧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 孙智广 摄

嘎查卫生室为牧民健康“充值”

图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