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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袁河南驻马店市置地大
道正在施工袁 驻马店市副市长贾迎
战到现场勘查袁 发现施工人员有偷
工减料的行为,当即怒斥施工人员袁
野幸亏我来看看袁不然就出大事了遥 冶

这位副市长怒斥施工人员的一
幕袁赢得网友点赞遥 随后袁该项目负
责人接受采访表示院野我们错了袁我
们为工作中的失误道歉遥 发现问题
后袁我们项目部连夜紧急开会袁拿出
整改方案噎噎已全部整改完成袁请
全体市民放心遥 冶可见袁副市长怒斥
与舆论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道路施工不能有半点马虎袁更
不能出现偷工减料袁否则就是野豆腐
渣冶工程袁为车毁人亡埋下了隐患遥
正如贾迎战所言袁野不然就出大事
了冶遥 贾迎战能及时发现施工队偷工
减料袁并毫不留情地进行怒斥袁此举
说明不少问题袁 既有让人感到欣喜
的一面袁也有让人忧虑的一面遥

从以往情况来看袁 主要领导无
论下基层检查工作袁 还是亲临项目
现场进行勘查袁 大多都会提前通知
被检查方袁 后者会做相应的准备迎
接检查遥 这样的检查一般很难发现
实质性问题遥 而贾迎战在现场勘查

时发现施工队偷工减料袁 说明这次
勘查之前没有打招呼或做相应安
排袁 否则施工队一定会做好应付检
查的准备遥

再看贾迎战现场怒斥施工人员
的原话要要要野你哪有垫层啊钥 你这底
下连混凝土都没打遥 一下雨一渗袁中
间那个沙子就 zai 渊方言院 不平整冤
了袁它就晃荡了袁一上车就烂遥 冶不难
看出贾迎战不是外行袁 而是对道路
施工比较了解袁 因为具备专业知识
才发现了施工问题袁 否则未必能看
出问题遥

发现施工队偷工减料袁 贾迎战
当场质问尧怒斥的态度袁也是公众喜
闻乐见的态度遥 如果没有这种毫不
留情的态度袁不会引起舆论关注袁也
未必能引起施工队高度重视遥 也就
是说袁 作为副市长能在勘查现场发
现细节问题袁 并以铁面无情的态度
表达愤怒袁都令人感到欣慰遥

野豆腐渣冶道路工程以前在一些
地方出现过袁也曾引发过一些事故遥
所以袁 各地都应该高度重视道路施
工袁只有对材料和施工加强监管袁才
能确保生命和财产安全遥 这就需要
主抓该领域的主要领导真正了解施

工知识袁能深入一线检查或勘查遥
不过袁 道路工程施工问题靠副

市长来发现尧来怒斥袁也说明另外一
些问题遥 比如袁施工单位缺乏严格的
质量管控袁对施工人员缺乏培训袁才
出现偷工减料问题遥 同时袁也暴露出
工程监理缺位遥 另外袁当地监管部门
之前为何没发现偷工减料袁 也是让
人费解和遗憾的问题遥

从以往情况看袁 一个工程项目
出现偷工减料袁 往往存在深层次的
问题遥 比如袁项目经过多次转包尧分
包袁每次转包都会被人野扒一层皮冶袁
再加之上下打点的话袁 留给最终施
工者的利润空间非常小袁 后者不得
不通过偷工减料的方式来盈利遥 驻
马店市上述项目有无这样的问题袁
有关部门应当严查深究遥

据报道袁 贾迎战副市长怒斥之
后袁项目部动用 50 多名工人和 4 台
挖掘机进行整改遥 这种整改应该可
以确保工程质量遥 不过袁偷工减料违
反了叶建筑法曳和叶建设工程质量管
理条例曳相关规定袁即使及时发现没
有造成严重后果袁 也应该依法进行
处罚遥 对此袁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追究袁而不能不了了之遥 老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渊5 月
23 日冤袁人大代表尧科学院院士
沈岩提出野取消各职称评审袁弱
化院士的社会影响冶的建议袁这
引起不少人士的附和遥 相当一
段时间以来袁 不时有人发出取
消职称评定要要要尤其是针对中
小学教师的职称评定的声音遥
本人认为野取消职称制度冶是绝
对不可行的遥

对专业技术人员设置职称
是世界通行的做法遥 职称分为
正高级尧副高级尧中级尧初级几
个等级袁是一种激励制度袁是衡
量工作水平的标志袁 工作报酬
多少与职称高低同步袁 引导专
业技术人员奋发进取袁 创造工
作佳绩袁优胜劣汰袁由低级向高
级攀登遥

取消中国的职称评审的理
由是目前职称评审存在普遍的
突出问题袁 很大程度上失去了
激励功能遥 如沈岩院士列了四
点理由院 一是使教师变得功利
化曰二是职称与收入挂钩袁大部
分人难以评上高级袁 容易打击
教师积极性曰 三是职称评选的
存在袁 会导致出现一些不良风
气曰 四是管理层人员基本有较
高的职称袁 底下的教师少有机
会遥

明确说袁目前袁职称评审存
在比较突出的野不公平冶和野腐
败冶问题袁难以做到野公平竞争袁
优胜劣败冶遥 主要有院行政权力
优先占据高级职称资源袁 现实
中部分官员很少做专业技术工
作袁 却优先占据了较高职称岗
位曰由于行政权力主导袁其他专
业技术人员与领导搞好关系者
优先袁 真正埋头苦干的人落在
后面曰 造假问题严重袁 科研成
果尧 临床工作数量与质量的评
定尧 评奖评优等都存在不少造
假问题袁 导致职称评选的激励
功能严重弱化遥

但是作为一个大国袁 而且是发展不充分的
大国袁取消职称制度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钥 应当深
思遥 简单说袁如果取消职称制度袁意味着所有专
业技术人员失去了通过努力进取上升的阶梯袁
无论做多做少尧做好做差都一个样袁一切论资排
辈袁由时间长短定位袁个人失去了努力的方向袁
国家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袁 而各行各业专业技术
人员是发展创新的主力袁 取消职称制度对社会
发展的后果可想而知遥

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袁 完善职
称制度遥 个人认为有以下措施院

一是严密规范遥 国家野立法冶严格规范职称
制度袁对职称的设置尧申报条件尧评审机构设置尧
评审程序等进行严密规范遥

二是严格把关遥 各级野职称评审机构冶组成
人员中袁 已经取得高级职称且没有任何行政职
务的人员应占超过一半的比重袁严格把关遥 无论
是基层推荐还是负责终审袁 评审团队主要由已
经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纯专业人员组成袁
减少行政权力的负面影响遥

三是灵活管理遥 目前袁对高级职称尧尤其是
正高职称设置比较严格的条件要要要避免过滥贬
值袁但不设指标限制遥 目前严格限制指标已经严
重影响到中青年上进的积极性袁比如袁一校只 3
个正高指标全部在岗袁 后面的人再优秀也只有
等到前面 3 位退休或调离后才能申报遥 如果在
门槛高的情况下涌现了一批优秀人员符合条
件袁就应当让他们评上袁这也是一个单位出类拔
萃的表现袁用指令性计划管理显得落后了遥

四是严厉惩办遥 必须根本解决学术腐败问
题袁对工作业绩造假尧科研成果剽窃盗版的人员
一律严厉惩办袁 营造有利于工作人员专业成长
的良好氛围袁 为我国全面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
支撑遥

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叶关于政协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
0200 号 (教育类 016 号) 提案答复的
函曳 称袁野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小学
生的珠算学习要求袁从耶看到算盘爷耶知
道算盘爷到会简单的珠算口诀袁拨珠运
算袁 我们将把这一问题提交给义务教
育数学课程标准修订组认真研究遥 冶

对于如今 40 岁以上的人来说袁
由于过去在学校接受过珠算教育袁
对珠算应该还有印象袁 但恐怕不少
人已经忘了珠算口诀遥 现在袁恐怕没
有人再使用算盘了袁 因为使用计算
器计算很方便尧很高效尧很准确遥 尽
管珠算少有人使用袁 但仍有全国政
协委员建议把珠算纳入义务教育体
系袁建议者也有自己的理由遥

今年全国野两会冶上袁来自重庆的
全国政协委员黄燕苹提出叶关于推动
将珠算文化进入小学数学课堂曳的建
议遥 她去年提交的叶建议将珠算重新
纳入小学数学课程曳据说被教育部采
纳遥 政协委员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院长刘尚希建议袁 重新审视珠心算袁
尽快纳入国民基础教育课程之中袁以

提升国民素质和计算能力遥
黄燕苹委员建议将珠算作为一

种文化进入小学课堂遥 珠算不仅是
一种工具和方法袁 的确也是一种中
国传统文化遥2013 年袁中国珠算被联
合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遥 而
刘尚希委员的理由是袁 珠心算教育
作为另一种知识体系袁 有助于提升
儿童的注意力尧 想象力尤其是空间
思维能力遥 为此袁刘尚希委员推动成
立了珠心算研究院遥

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
考虑袁 可以通过适当方式让珠算进
入小学校园袁但对进入的方式尧占用
的时间等应进行科学研究袁 以减少
占用正常课时袁避免增加学生负担遥
最好的方式是袁 从增加珠算的趣味
性尧弘扬珠算的历史价值入手袁让真
正感兴趣的孩子学习袁 不宜简单搬
用过去学校教授珠算的方法袁 因为
后者比较枯燥遥

珠心算该不该进入小学教育袁
同样也需要科学论证袁 因为在科学
界尚存争论遥 比如袁中科院脑科学博
士陆宇斐多次撰文反对珠心算袁认

为孩子过早学习珠心算有害无益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袁 珠算和珠心算
略有不同袁野珠算冶是工具和算法袁容
易理解曰珠心算属于珠算式心算袁用
大脑完成珠算运算遥

笔者认为袁 无论是珠算还是珠
心算袁要不要进入小学课堂袁都需要
深入研究论证袁不妨让科学讨论野多
飞一会儿冶遥 如果仓促让珠算进入小
学课堂袁很可能增加学生负担袁甚至
可能让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逆反心
理袁 认为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尧 枯燥
的遥 至于珠心算对小学阶段的孩子
是有利还是有害袁 需要进行全面深
入的科学研究与论证遥

虽然对珠算尧 珠心算要不要进
入小学课堂仍存在争议袁 但应相信
建议者提出建议的初衷是好的袁反
对的意见也应予以重视遥 小学教育
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什么样的教育应该纳入袁什么样
的教育不该纳入袁关系重大袁都应该
非常谨慎遥 无论最后做出什么样的
决定袁 都要用充分的科学依据来说
服大家遥 冯海宁

“副市长怒斥施工队偷工减料”的喜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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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算是否进小学？让科学讨论“多飞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