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停车位价格回归合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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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 最重要的就是建好足额的

小区车库或车位!同时!让停车位价格合

理一些"

在一些小区! 除了地下停车库外!

地面还有固定停车位"但会产生一种怪

现象!地下车库的车位有空位!但没人

愿意去停"有的车主宁可麻烦着临时找

地方停车! 也不愿意把车停到地下车

库"原因就是地下停车位价格比地面停

车位高一倍"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相关

的物业部门与其让地下固定车位空着!

还不如缩小地下停车位与地面停车位

的价格差!引导人们把车子停到地下车

库去"

同时!小区物业或者小区的管理部

门!应该对地面的停车位实行管理!全

面禁止随便停车!在没有规定标志的地

方!一律不允许停车!不妨学习交警给

乱停车贴罚款单的办法!由小区物业对

随便乱停车车主贴单子!并进行记录!

超过一定数量后!请有执法权的交警部

门来进行教育处理!至少能够不让乱停

车者太肆无忌惮" 此外!还应该大力倡

导绿色出行理念!鼓励市民绿色出行!

让市民选择方便 #快速 #经济 #安全的

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私家车的拥有量!

这也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停车难和乱停

车的问题"

不要让小区“添堵”
!

华靓

! ! ! !

越来越多的市民变成了有车一族!

这本是好事!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车多了也不例外! 市民在体验到驱车出

行之$速%的同时!也不免常常感受到日

常生活多了一些$堵%!比如在道路上时

车堵车!在家门口时车堵人"

特别是小区$添堵%!少数车主在小

区内外随便停车!造成了$家门之堵%!有

时还真让有些市民甚为头痛" 如果小区

内外附近的道路并不宽敞!再$横%放上

这样一个庞大的$占道之客%!还真既让

有家者难回!又让有门者难出"

如何不让小区 $添堵% 成为文明的

$路障%&我觉得还得从$禁%#$导%两方面

入手"

一方面!小区之$堵%要$禁%"对停车

人而言!必须要树立$不能乱停%的意识!

不能为了图自己一时之便而致众人连绵

之堵'对小区物业来说!必须在小区周围

道路上注明鲜明标识!提醒广大车主$方

便他人!文明停车%'另外对已经发生的

违规乱停! 相关业主或物业要及时找到

并规劝停车人! 甚至可在找不到停车人

的情况下进行取证并自助拖车! 或通过

向公安#城管等有关职能部门举报!由有

关部门对违规乱停行为在职权范围内进

行严厉处罚"

另一方面!小区之$堵%也要$导%"

比如说!可以提倡近距离出行$以步代

车 %'也可以通过兴建地下车库 #规范

小区动态车位# 设立道路夜间临时车

位等措施!来增加车位供应量'还可以

通过物业监督预警机制! 让小区物业

实时监控小区内外附近车流情况 !对

于违停车辆及时前往疏导! 以避免违

停占道! 对于外来车辆在小区临时停

车要控制流量# 及时登记! 以避免过

量#过时停车"

我们每个人都要不设堵# 多疏堵!

要让道路越来越畅通!要让生活越来越

便捷 !不要让小区 $添堵 %成为文明的

$路障%"

诱导停车，应该不错
!

鲁小鱼

! ! ! !

有车库或车位不用! 偏偏把车停在

小区外或小区内道路上! 目的不过就是

为了自己出行便利" 却不曾想! 一不小

心! 就成了别人的绊脚石" 想进的进不

去!想出的出不来"

想来想去! 还是诱导停车比较切

合小区管理的实际" 这个角色就由小

区的物业公司或者看大门的老大爷担

当比较合适"专人专管!专职人员带个

黄套袖!带个大盖帽!面无表情地指挥

车子停放的位置!有车库的进车库!有

车位的进车位 ! 外来的一律停放在合

适的位置! 以便于他人出行" 不听话

的 !不让进 !或者打电话给交警部门 !

拖出去( 看谁还敢不自觉!看谁还敢胡

搅蛮缠(

车子越来越多!车位越来越少!肆意

的占道!随意的停车!让整个城市看起来

一团乱糟!没办法!只好人人看好自家小

区的这块地! 各人自扫门前雪! 责任到

人!再配以广泛的宣传!适度的惩戒!让

车主们知晓乱停车的利害关系! 像规避

违反交通规则和酒驾那样! 避免自己犯

错误!努力做到严以律己"只有这样多管

齐下#齐头并进!方能彻底改变城市乱停

车#乱占道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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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不是你房子有多大
!

而是房

里的笑声有多甜'幸福不是你开多豪

华的车! 而是你开着车平安到家'幸

福不是你的爱人多漂亮!而是爱人的

笑容多灿烂'幸福不是在你成功时的

喝彩多热烈!而是失意时有个声音对

你说
"

朋友别倒下( 幸福不是你听过

多少甜言蜜语!而是你伤心落泪时有

人对你说
"

没事!有我在"

!!!嘉嘉

女儿
#

岁多! 有一次表姐开玩

笑问她女儿)$我们准备养头猪!但是

需要安排工作!要选一个人每天给猪

喂好吃的# 一个人每天给猪打扫房

间#一个人每天给猪洗澡#还有要选

一个人每天陪猪玩! 请问你要做什

么& %她毫不犹豫地答道)$做猪%"

!!!方林

赵敏喜欢上张无忌是从俩人一

起落入密洞开始的" 殷素素和张翠

山决定永不分离是从共赴冰火岛开

始的"杨过#小龙女深深相爱是在古

墓里培养出来的" 王语嫣决定跟随

段誉是从枯井中开始的**孤男寡

女共处一室是追人必杀技啊(

!!!大杂院院士

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教训! 问题

是你给别人的教训! 还是别人给你

的教训"

!!!朱德庸

爱情里最忌讳的是) 两人都幻

想着彼此的未来! 却也总惦记着对

方的过去"

!!!星座小王子

反复听无比悲哀的音乐! 可让

人非常清晰地体会痛苦的每个细

节! 然后自觉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中

很可怜!然后便对自己产生了同情!

又因同情觉得一切都情有可原!即

便旁人看来是错误的也不能用简单

的方式来理解! 再往后高尚的感觉

油然而生"所以!痛苦是通往高尚的

桥梁"

!!!乐嘉

传说中的疗伤时间! 一般是爱

的一倍" 你爱了一年! 要花两年忘

记'爱了三年!得花六年来恢复**

时间越长!恢复越慢"

!!!小巧玲珑

宁波机场总经理凭什么“道歉”
! ! ! ! %

月
&

日，海航直飞宁波至北京

123#43

次航班，因一位“重量级领

导”的登机而未按“先来后到”的原

则提前起飞，引发乘客和社会广泛

质疑。
%

月
#5

日，宁波栎社国际机场

总经理华栋就“让领导先飞”事件通

过媒体发布致歉信。

“让领导先飞”沸沸扬扬多日之

后，宁波机场总经理站出来道歉了。

他的道歉，究竟是完全出于“真诚”，

还是“灭火”平息事态的想法更多一

些？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窃

以为该同志都没必要出来道歉；换

言之，最该道歉的人不是他。

“先飞”的领导为何不道歉？时

至今日，该领导的身份依然是个谜，

从公开信息上我们只能确定一

点———这是一位副部级以上的高级

领导。按常理推断，能够走上这个级

别的领导岗位，不说应该有多么的

“高大全”，最起码全身都应该“流着

道德的血液”吧？因此，我更愿意相信

领导“先飞”的举动是有原因的，是

“不得已而为之”。可是，领导当天到

底是不是在执行紧急公务，又是在执

行什么紧急公务呢？如果不涉及“国

家机密”，能否透露一二，让公众对整

个事件有一个更清楚、更全面的认

识？据说，机场工作人员当时提出请

领导换乘航班，遭到拒绝，理由是

“安全因素”。这就奇了怪了，同样是

国内的航班，何来“安全”和“不安

全”之分呢？尊敬的领导，即便你不

能降尊纡贵向乘客和老百姓道歉，

你最起码也欠大伙儿一个解释吧？

特权政策的制订者为何不道

歉？“让领导先飞”听起来匪夷所思，

其实却是“按规矩办事”。谁要是不

信，请认真学习国家民航总局
#445

年下发的《关于重要旅客乘坐民航班

机运输服务工作的规定》，看看该规

定到底是咋说的。宁波机场严格执行

上级规定难道有错吗？如果他们不这

么执行，说不定早就受到严肃处理，

“不换思想就换人”了。要说错，也是

那个劳什子“规定”错了，也是这些个

谄媚条文的制订者错了。这个规定是

否已经不适合社会的发展了？是否已

到了修订甚至是废除的时候了？希望

相关部门以此事为契机，认真反思一

下上述问题。如果制度性的问题不解

决，类似的事情必然还会发生。

说实话，我非常同情宁波机场以

及那位站出来道歉的总经理。他们

可谓是“几头受气”，一方面，上级的

规定必须执行，大领导和“重要旅

客”是绝对得罪不起的；另一方面，

社会舆论的压力却还要由他们来

扛。也许，说他们是“替罪羊”有点夸

张，毕竟他们做的也有不妥之处；但

非要让他们承担所有的责任，不仅

不公平，对真正解决某些领域的乱

相也毫无用处。

面对强奸犯,抽刀还是递套？
! ! ! !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彭晓辉副

教授受邀在南师大做了一场名为

“性与人际交往”的讲座，讲座中，彭

教授抛出多个前卫的性学观点：如

高校应设立一个接吻专用地；允许

同性婚姻，能挽救四亿人幸福；恋爱

的次数最好“事不过三”等数次挑战

传统性观念底线。而他的“遭遇性侵

犯女性应主动递上避孕套”这一观

点，更是当堂激起男生的强烈反驳，

双方展开激烈的“唇舌之战”。

随着社会对性话题耐受度的提

升，以及此前无数性学专家们语不

惊人死不休的观点做铺垫，彭副教

授抛出的一系列“重磅炸弹”，并没

有引起相应的关注。因为他的这些

说法中，要说“非主流”，非不过某性

学专家所称的“集体淫乱是个人的

自由”；要说惊悚，惊不到“贞操是最

好的嫁妆”；要说冲击价值观底线，

冲不过“换偶是人的基本权利”；要

说凶猛度，猛不过“裸体海滩合法

化”。以上这些充斥于媒体的各种性

学专家的言论，除了大大提升了他

们的知名度和咨询费之外，也顺便

提升了国民对性话题的承受力，这

使得彭副教授抛出的连珠炮，爆炸

烈度大大消解。

但是，民众的修为，还没有达到

泰山崩于前也不改色的境界，他们

对彭副教授关于“遭遇性侵犯女性

应主动递上避孕套”这一观点，还是

没有能力和悟性完全接受下来，于

是，坊间和网络上，对此的反弹不绝

于耳，网民们，甚至发挥他们特有的

起名天赋，将“递套专家”这个雅号

送给了他，以表态度。

其实，遭遇强奸女性作何选择

这个问题，网络和新闻中常有人提

及，“面对强奸犯，冒死反抗是人类

的耻辱”也成为某美女作家沽名和

卖书的炒作话题。网上，关于“妻子

上夜班，给她包里放刀还是放套”之

类的问题，也总能引起火热讨论，甚

至激烈辩论。而“主动递套”则更是

这个话题的延续———它为什么总能

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激烈争吵呢？这

是因为这个话题本身，就具备强烈

的可吵性。

彭副教授及一些性学专家从他

们的职业角度来分析女性面对强奸

时的态度，认为在强奸发生时，主动

戴套，可以降低受病毒或怀孕的侵

害。如果据此生发下去，那么，如果主

动配合强奸犯，是否在获得安全的前

提下，还能得到点意外的快感？如果

据此，再往下“理性”地思考下去，是

否还可以考虑让受强奸的妇女再收

点钱，以把“损失”降低到更小的程

度？如果这一切成立的话，那么，这个

世界上，将再没有强奸犯，他们都成

了嫖客，而所有被害妇女，都不再是

受害妇女，而成了“失足女”，这样的

结果，是何其荒唐和悲凉？

性学专家们实际上进入了一个

误区，就是将自己的专业范畴的某

些局域性逻辑，无限放大成整个社

会的规则。似乎社会的活动，只有器

官与器官的碰撞，而不再有法律、道

德、良知、正义等通行的公理。就像

是笑话中用门板给人医驼背的庸

医，只管驼背是否医直，却不管被医

者是不是还活着。性，在他们那里只

是道德、人伦和法理之外的纯机械

运动或化学反应，而不与人的情感、

价值观和尊严相链接，这样的机械

认识，是直接将人类退化成为一种

器物的倒退行为。

我绝不是一个“饿死事小，失节

事大”的信奉者，但我坚定地相信，

在女性的尊严和性权利遭到侵犯

时，她们有自由选择符合自己价值

观和现场实际条件的处置方式，事

实上，每一起强奸案发生的实际情

况，都使遇害者本人不可能采取完

全一致的应对模式。被动受害并不

可耻，抽刀反抗获救更光荣，而主动

送套并配合，就已不是强奸，而是通

奸了。事实上，多数女性，在这个时

候，会选择勇敢地反抗，并保护自己

的身体和尊严不受侵犯，对于她们，

我们究竟是该赞赏，还是像某些性

学专家那样，嘲笑她们对尊严的紧

守呢？

女性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不是

给强奸犯递保险套，而是有勇有谋

有效地抗争，而社会舆论和法律，要

为她们提供充分的支持。在这一点

上，邓玉娇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如果

当初她面对不轨之徒，选择的不是

抽刀而是递套的话，那后果会是什

么样呢？

! ! ! ! ! ! ! ! ! ! !!

乔志峰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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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是好的! 过分聪明是不

好的"过分聪明比过分愚蠢更可怕!

因为过分愚蠢最多是害己! 而过分

聪明则既害人又害己"

"

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大

怒时睡觉"

"

你不是
$%&

!甚至不是
%&

!你

丫只是一个
&

"

"

你复杂的五官! 掩饰不了你

朴素的智商"

"

如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

么+++相亲是为坟墓看风水! 表白

是自掘坟墓!结婚是双双殉情!移情

别恋是迁坟!第三者是盗墓"

"

有时女人要求的幸福其实很

简单! 好男人要做到的不过就是)

一#能挣到给女人买裙子的钱'二#

陪她去买'三#说好看"

"

一台
'&()*+#

是
,-.

克 !四

台能凑成一斤" 一斤
'&()*+

能买

/011

斤猪肉! 能买
22111

斤大米"

如果一个人每天吃
3

两大米 ,按生

的算-足足可以吃
44211

天!够一个

人吃
51

年**

"

取悦男人不如取悦自己 "

只取悦自己的女人注定可以倾倒

世人"

"

爱一个人!不是一辈子的事!

爱一个人!是一个阶段的事"

"

人都是思变的动物! 天仙美

眷也留不住一世的爱(

"

有些东西!就是看上去挺美!

比如昔日的恋人**

"

记住该记住的 ! 忘记该忘

记的!改变能改变的 !接受不能改

变的"

"

能冲刷一切的除了眼泪!就

是时间!以时间来推移感情!时间越

长!冲突越淡!仿佛不断稀释的茶"

"

智慧的代价是矛盾! 这是人

生对人生观开的玩笑"

! ! ! ! ! ! ! ! ! ! !!

曾 颖
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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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掘图志
图片

苍蝇尸体的艺术

! ! ! !

这是由瑞典艺术家利用苍蝇的尸体制作的一系列逗

乐的场景!真是非正常思维无所不能啊!连如此恶心的苍

蝇!特别是它们的尸体!在非正常的思维下也能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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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周话题征文下周话题

参加征文者可跟帖
!""#$%%&'()*+,--.*+(/*+0%10234*565%7-899%*

期待您的热情参与和支持"

本周话题
许多小区都有车库或车位，可是许多车主都在小区

外或小区内道路上随便停车，严重影响人们出行。对此，
你怎么看，有什么好的管理建议吗？

想当年，我们的六一节是咋过的？最期待收
到什么礼物？今天呢，你给孩子准备了什么儿童
节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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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启
! ! ! !

参与博客周话题的网友们注意啦！

提供话题被选用的可以获得麻糕大十礼

盒一份，被选用博文的作者可以获得麻

糕大六礼盒一份，点评的网友可以获得

现金券一张，有效期一个月。

礼品由常州麻糕店提供#领取地点$

常州麻糕店永宁欧尚店#香江华廷店#淹

城美食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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