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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 陈海鹏 整理

转变思想

茶座有约

三成初一新生不会系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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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王先生：我于2019年7月开始发
现在遂溪县黄略镇黄略村派出所（即
黄略中学附近）公路旁边有个沙场，
每天24小时不停歇地使用泥头车运
载沙土，导致扬尘扰民，希望相关部
门尽快处理。

遂溪县12345热线：根据王先
生反映的情况，遂溪县交通运输局执
法人员2019年 8月16日在遂溪县
黄略镇黄略村派出所公路路段展开
调查，发现该路段确实有比较多的泥

头车经过，执法人员对扬撒车辆进行
查扣处罚，同时找到公路旁边沙场的
负责人，告知要加强货运车辆驾驶人
员的监管，采取措施封闭覆盖货物才
能上路。车辆货物脱落扬撒一直是
损害和污染我县道路的重要源头，加
强对车辆货物脱落扬撒的整治是一
项长期性、艰巨性工作，今后，遂溪县
交通运输局将继续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加强这方面的整治力度。

林翠珍(赤坎)

上大学时，每年一到冬天冷了，我们
就要把棉被胎装到被套里。一位室友的
被子，每年都是叫我帮她装上的，刚开始
我还以为她开玩笑说不会的，后来发现她
真的不会，一张被子摆弄很久都弄不好，
装到被套里又弄成了一团，急得她额头都
沁出汗珠。原来，以前在家都是母亲给她
装被子，还有缝衣服等，她都不曾做过，现

在连很简单的针线活都不会。大学里的
每年冬天都是我帮她装被套，也许是她的
依赖习惯，也认为这点小事不必费心来
学，她都不怎么主动学习装被套。后来我
对她说，什么都应该学一点，技多不压身，
也耐心教她，最后她也慢慢学会了。

课本不可能教得了那么多东西，我们
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留心观察，保持学习的
意识，主动去学习生活技能，才能增强生
活能力。

主动学习生活技能

钟娜（霞山）

读到这则话题时，自然而然地想起儿
子一年级参加的生活自理比赛，比赛内容
包括系鞋带、叠衣服、收拾书包等。为了
让儿子顺利赢得比赛，我们利用周末让他
认真地练习系鞋带。因为这对他是个难
题。从他会走路以来，我们都是给他买带
魔术贴的鞋子，觉得方便省事。当看到他
连续学了好几次才掌握要领，练习起来还
是手生生的样子。我心中有点慌。想想
如果一个孩子连鞋带都不会系，还谈什么
多强的动手能力？最后，经过连续两天的
百次练习，孩子顺利赢了比赛。手执求学
路上第一张奖状，初入校园的他在镜头下
展露出自信的笑容。能力是自信的支撑，
一个人拥有多大能力往往就有多强的自
信心。

从那次开始，我们便常常让他自己学
习做家务活，起床叠被子，帮忙叠衣服，收
拾碗筷，学着煎虾煎鸡蛋等等，随着年龄
渐增，他慢慢学习着，动手能力渐渐增
强。这一经历告诉我：动手能力应该从娃
娃抓起，从小事做起，要有日积月累的坚

持力。
回头看看我们身边，曾经和现在都有

不少父母不一定明白这个道理。像一位
朋友的老公，不仅会把鞋带打死结，还不
会收拾衣服，每次出差出游，一旦朋友不
出手，她老公定是把内外、长短、厚薄衣服
一股脑塞进拉杆箱，弄得朋友气不打一处
出。还有那些做饭会烧焦、炖汤会变糊、
洗碗会“遍地开花”的……凡此种种大人，
都是在父母代劳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

要转变孩子动手能力不济的现状，要
为孩子未来长远发展做考虑，我们要从家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入手，当中家庭教育尤
为重要，因为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家
庭是孩子第一所学习园地。

前不久，广州教育新规为不同学龄段
学生制定的劳动技能目标，从家政烹饪到
手工园艺再到出行规划尝试创业，还要求
会做广东特色的双皮奶、“煲靓汤”等等。
这些家务劳动与孩子的动作技能、认知能
力的发展以及责任感的培养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能协助孩子迈向独立之路。学
校固然应当将工作落到实处，作为家长的
父母则更要大力支持，共同推进。

公共停车位被商铺占用
王先生：赤坎区观海北路6号金

沙湾新城碧海园小区东门门前的业
主公共停车位被一楼商铺店主使用
塑料障碍物占用，不让业主停车。我
向物业反映无果，希望相关部门尽快
处理。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收到投诉反映后，
已经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发现有部
分临街食肆为了方便自家客人的车

辆停放，利用雪糕桶等物件对外围车
位进行占用。为此物业公司已经通
知各临街商铺的各负责人，要求不能
对相关车位进行违规占用私用的情
况，也向他们发出了相关的通知，要
求进行自行整改。希望各临街商铺
的负责人能够遵守小区的安全规范
管理的制度，自觉遵守避免对周边住
户和居民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钟先生：霞山区观海长廊(月亮
岛至大草坪路段)靠近海边的观光道
路，有许多瓷砖损坏，导致路面凹凸
不平，严重影响市容及市民出行。该
道路长 2 公里。现希望相关部门重
新修建该道路。

市自然资源局：霞山区观海长廊
路段为原湛江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
测站承担实施的湛江湾（北部）海岸
带综合整治及修复项目，由于工程进
展较慢，凹凸不平的路面给广大市民

造成很多不便，十分抱歉。现在该项
目已转由市自然资源局承担，8月21
日市自然资源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及项目监理单位到项目施工现场检
查进度工作，提出加快施工进度保质
保量完成工程的要求。项目的财政
资金也已下达，我们正在办理项目相
关资金的支付工作，并督促施工单位
加快施工速度，争取今年年底前完成
工程项目。

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施工速度

加强对车辆货物脱落扬撒的整治

黄文义（霞山）

系鞋带，看似简单，其实是考验一
个人细心，敏锐的观察能力，及手指的
灵活性和出现问题时如何处理的快速
应变能力。最简单的劳动，最能反映
学生的问题，也是最能锻炼人的。所
以现在的家长也要转变思想，不要只
是重学习，轻生活技能的锻炼了。对
于生活中的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起床
叠被子，穿衣系鞋带这些小事就不要
再替孩子们做了，免得培养出一个个
学习上的超能儿，生活技能上的低能
儿。一个个养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
手”的习惯，不懂得劳动，就不会懂得
去感恩那些为之付出劳动的人。

所以在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是非常
必要的，让学生懂得劳动的好处，让学
生发自内心地爱上劳动。在家庭中，
家长应该放手和配合学校，让孩子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如叠衣服，叠被
子，洗衣做饭等。每个孩子的潜能都
是不可估量的，学习能力也是你无法
想象得到的。

自己动手，开心! 郑玮欣 作

据南方日报报道：现行法规对驾驶机动
车“手持使用电话”处300元罚款，但随着智
能手机的普及应用，现在驾驶人开车除了手
持接打电话外，刷微信、看抖音、打游戏等行
为时有发生，这些行为也严重影响安全驾
驶。9月2日，记者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获
悉，新修改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处罚条例》（下称《条例》）获表决通
过，将于今年11月1日起实施。《条例》将“手

持使用电话”改为“手动操作移动电话”。《条
例》还规定，对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处
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同时，新增
了在机动车道内使用滑板、电动平衡车、旱
冰鞋等工具或者设备处100元罚款的规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请来稿聊聊你的
看法，为整治交通建言献策。

邮箱：2362060417＠qq.com
截稿时间：9月6日12时

深圳：开车刷微信看抖音可罚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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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502 车队霞山往塘缀方向
班车目前最后一班车是 18：00 分左
右，现举报此班车不按原来线路行
驶，不经过人民大道北方向，即往赤
坎海田方向，给乘客出行带来不便。
希望相关部门核查处理，督促该车队
车辆按规定路线行驶。

市交通运输局：对于市民反映的
情况，我局高度重视，迅速转执法大
队进行加强查处。8月19日执法人
员联系投诉人了解详细情况，市民反
映，其在赤坎区工作，每天18时下班

欲乘坐塘缀班车回塘缀，近段时间以
来他经常在赤坎人民大道北路边等
车，结果等不到回塘缀的班车，故投
诉。经执法人员调查，霞山至塘缀的
班车属县际班车客运，一直都是按核
定的线路行驶。执法人员向投诉人
解释，县际班车是不能随意在站外停
靠上下客，此行为违反了《道路旅客
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
第（一）项规定，将会受到交通行政部
门的处罚。

县际班车不能随意在站外停靠上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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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悦（赤坎）

尽管曾去昆明多次，尽管早就知道
昆明有一座赫赫有名的金殿，但每次来
去匆匆，一直无缘观赏，这对古文化尤
感兴趣的我，甚觉遗憾。盛夏之时，我
有幸再度莅临昆明，凭着再也不能错过
的虔诚之心，执意从回程中挤出时间，
一睹金殿迷人风采，了却多年心愿。

金殿坐落在昆明市城东北郊的鸣
凤山上。与粤西北部高耸入云的云开
山脉高山大岭相比，鸣凤山不过是一座
平坦的山丘而已，但苍翠古树掩映下的
厚重历史，却不是一般山岭所能媲美。
在这里，几乎每行一步，都有悠远的古
风穿过密密麻麻的松林扑面而来，随时
把人的思绪带回从前岁月，重温历史，
洗涤心灵，并从中悟出人生哲理。不
过，基于时间关系，我无暇顾及遍山的
古刹楼阁，只是直奔金殿而去。

盛夏的南国，处处似火炉，而春城
昆明却凉爽如秋，让人气定神清，脚步
如风。沿着“鸣凤胜境”中的“寻仙访
道”一路攀登，宽阔的石级两旁，松柏森
森，林涛阵阵，如沐仙境。穿过太清天、
上清天和玉清天“三天门”，一座古色古
香、庭院深深的太和宫就呈现眼前。这

座建于明代的古老庭院，城墙青砖毕
露，铭刻着400多年的风雨沧桑。而被
红色高墙围拢起来的中心建筑则为昆
明“紫禁城”，颇有点北京皇家紫禁城建
筑的风范，令人惊叹。

从厚厚的拱形城门进入“紫禁
城”，登上中轴线石阶，一座金光闪闪
的殿宇，在夏日阳光映照下，散发着耀
眼光彩，且不同视角有着不同色彩，扑
朔迷离，如影如幻，让人着迷。它就是
鸣凤山上的核心景点金殿。其实，这
金殿并非金造，而是由纯铜铸造，只是
铜殿建成时金光耀目，故称“金殿”。
它与同样是纯铜铸造的北京颐和园万
寿山金殿、湖北武当山金殿、山东泰安
城内岱庙后院金殿，合称“中国四大金
殿”。而在四大金殿中，无论重量、规
模，还是保存的完整性，昆明金殿均位
列首位，这与历史上云南辉煌的青铜
文明有关，堪称国宝，被列为国家级重
点保护文物。

当我环绕金殿反复观赏时，只见高
立于大理石丹陛之上，重达250吨的仿
木结构、重檐歇山顶方形金殿，高6.7
米、宽为7.8米、深7.8米，颇像一件硕大
而又精致的艺术品，牢牢地吸引着人们
的目光，让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有

味。殿面正脊，通体雕着云龙纹，犹如
巨龙在欢腾；正门铸着浮雕云龙、龙凤
呈祥等多种吉祥图案，线条流畅，栩栩
如生；四周16根支撑圆柱，斗拱飞檐，龙
飞凤舞，精美无双；组成殿壁的36块雕
花格扇，就像木头制作的一样，榫和榫
眼之间，天衣无缝，就是遇到大风、地震
也纹丝不动，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
的聪明才智。金殿内，恭奉着威严的真
武帝君铜像。真武帝君，乃中国古代神
话中的北方之神，盘古之子，于玉帝退
位后任第三任天帝，曾降世为伏羲，生
有炎黄二帝，被尊称为“中华之祖龙”，
广受人们膜拜。

不过，眼前这座光芒四射的金殿，
是由清康熙十年(1671年)平西王吴三
桂重建的。而最早的金殿则建造于明
万历三十年(1602年)，后被整座拆运至
宾川鸡足山，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据
说，当年吴三桂为巩固在云南的统治地
位，求助神道庇佑，而按原来的模式特
意铸造的，并在殿内悬挂一口刻着“慧
剑高悬，常伏魔而制怪”的“七星宝剑”。

说起与金殿相关历史，离不开吴三
桂和陈圆圆的如烟往事。“恸哭六军俱
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些都已湮灭
在历史烟云中。

鸣凤山上谒金殿
潘玉毅(浙江)

我家院子里有一排栽满了黄瓜的架
子，架子上缠满了藤蔓，藤上开满了花，还
有几分菜地，种着些寻常农家都会种的瓜
果和蔬菜。每年入夏时节，地里的菜瓜和
西瓜都熟了，便可以摘了来吃。这两日我
去看时，呆呆地看到入夜，我却意外地发现
了几只萤火虫。

说实话，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萤
火虫了。

在我小的时候，萤火虫是很常见的，夏
日的夜晚，当我们吃过晚饭，打开屋前屋后
的门，就可以看见许多。有的匍匐在草垛
里，有的飞舞在半空中，有的停在窗前打量
着空地上乘风凉的人们。它们的尾部有一
处地方会发光，这光看起来像是黄颜色，又
像是草绿色，如一盏盏小型的荧光灯。这
灯并不长亮，而是一闪一闪的，仿佛电力不
是很足，点一会就得充一会。

那时，还是在院子里的这片菜地上，种
着几颗菜和几株瓜。瓜熟时节，白日里，蝴
蝶、蜻蜓都来围它。入了夜，萤火虫也来照
它，像一个个农夫打着手电或灯笼查看蔬
菜的长势好不好，有没有人来偷瓜。它们
白天很少活动，趁着树上的蝉和田里的蛙

交班的时候，才从地洞里跑出来——有时
贴着泥土钻入草丛里，有时停在一棵菜的
头顶心，检查完了，就相继飞起，一只两只，
三只四只，很快就聚成了一群，我们抬头看
去，像是眼前又多了一个星空。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杜牧这几句诗，常常由纸上文字变成现实
里的事实。小时候的我们不懂事，最爱捉
萤火虫玩。萤火虫的移动速度很慢，伸手
便可捉住。我们每捉一只萤火虫，就将它
放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或者玻璃瓶里，
拿回房里，关了灯静静地看它们发光，有时
也学隋炀帝集萤放赏，学车胤囊萤而学。
心善的父母若瞧见了，免不了数落我们一
顿，然后打开瓶盖，将萤火虫放归自然。刹
那间，流光飞舞，我们眼前所见，宛如童话
一般。

夜深了，青蛙叫累了，蟋蟀罢唱了，我
们也都被父母叫回楼上睡觉。但我总不肯
死心，趴在窗前，与每一只飞过窗台的萤火
虫道“晚安”，直到那些越来越远的光再也
看不见。这些记忆，想想都觉得美好。

如今，夜里依然可见流光溢彩的画面，
却是街上的霓虹灯发出的，好看是好看，却
留不下一点回忆。于是，几只流萤飞过，旧
时的画面便只能在梦里重温了。

轻罗小扇扑流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