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背后

近日，运动式校服引起网友集体吐槽，超半数网友直言这样的校服“丑”。那么，百年前的学生穿什么呢？昨日，曾从事记者工作的

李跃平先生将他24年来苦心收集的部分四川老照片赠送给了成都商报。记者从中发现，拍摄于1911年和1912年的照片中，四川高等学

堂的师生都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

成都交警重拳治理“顿车族”

追踪

超标电马儿肇事

车主状告厂家索赔35万

昨日上午，龙大明、周小英夫妇起诉超

标“电马儿”肇事一案，在高新区法院第二

次开庭。他们认为，自己购买的由成都申华

车业有限公司（简称成都申华车业）生产

的奇蕾牌电动自行车，超过相关技术标准，

是导致其儿子龙智刚车祸身亡的重要原

因。 且其子因无证驾驶该无牌电动车被交

警认定负事故责任， 这部分事故责任应由

电动车的生产厂家承担。

据高新区法院介绍， 该案是该院受理

的因电动自行车超标被认定为机动车，骑

车人因无证驾驶被认定负事故责任， 受害

人据此要求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家承担赔偿

责任的第一案。

庭审中， 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涉案

电动自行车是否超标， 以及电动自行车的

超标与车祸事故是否有因果关系。 死者家

属诉称，出事“电马儿”超过《电动自行车

通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标准，且错误标识，

导致龙智刚因无证驾驶而被交警部门课以

责任， 且死者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损害后果

与被告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诉请

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各项损失351346元。被

告代理律师则指出， 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

原因是死者驾车闯红灯， 且涉案电动自行

车不排除被原告改装的可能。 对于超标电

动自行车与事故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以及存在多大因果关系，法院还将进一

步审查。

高新法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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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电马儿载9桶水还逆行

送水师傅被罚50元

电动自行车上不仅有驾驶员，还“负

担” 了9桶重约300斤的桶装水———这是昨

日上午， 成都交警一分局在洗面桥街博美

装饰城路口挡获的一起交通违法行为。不

但如此，骑车的李师傅还是逆行来到路口，

才被民警拦下。“也不是不晓得电马儿不能

载货， 但成都都是这样送水， 我们也没得

法。”尽管李师傅自有一番“道理”，但面对

《道法》，他还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接

受了50元罚款。昨日上午，交警一分局在洗

面桥街博美装饰城路口展开针对电动自行

车的专项整治，挡获多辆违法电动自行车。

邹平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摄影记者 王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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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昨日获赠一些老照片，再现百年前的成都，以飨读者

百年前的川大“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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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开出第一张罚单

罚款100元 记3分

日前， 成都交警在人民南路三段辅道

上首次专门设置固定电子眼， 对机动车乱

停放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本周一，针

对“顿车族”而新增的人民南路电子眼开

始“逗硬”处罚，成都交警根据电子眼监

控，开出了“顿车”处罚第一单。

昨日上午， 成都商报记者在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医院门口看到，社会车辆“顿车”

的情况已经大为改善。然而，在大多数市民

遵守交通规则的同时， 仍有一些社会车辆

在相关路段乱停放，影响交通秩序。

本周一开始， 这些电子眼正式开始抓

拍，并“逗硬”处罚。电子眼覆盖路段的违

停行为将全部实现电子眼“非现场执法”，

现场民警仅进行劝离和引导。4月7日早晨9

时许，电子眼产生了第一张罚单———当天9

时8分， 一辆号牌为川A� 533D×的银灰色

北京现代轿车被电子眼成功抓拍， 经过交

警确认后， 该车辆成为在该路段乱停放而

被开出罚单的首个案例。

因为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交通

违法行为，交警开出罚款100元、记3分的罚

单， 市交管局将通过短信等方式通知该车

车主。 这一标准也是在该路段违法乱停放

的机动车，均将受到的处罚标准。

邹平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一张老照片

24年

收集300万张老照片

李跃平收藏照片，始于1990年。

当时从事记者工作的李跃平在一次

采访中偶然发现了几个落满灰尘的

大麻袋，据受访单位称，这些都是老

底片， 因为单位搬家都被当成了垃

圾，正打算处理。慧眼识珠的李跃平

当即将这几麻袋底片搬回了家。在

整理过程中， 李跃平在这些老底片

里看到了清末民国的北京影像，这

些时代的记忆让李跃平震撼的同

时， 也让他走上了收藏老照片的漫

漫长路。据李跃平介绍，在那之后的

24年里，他已经收集了约300万张老

照片。

照片由李跃平先生提供

隍� 1912年冬/川大 学生都穿长袍马褂

老照片中的四川高等学堂始建于

1902

年，由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锦江书院等学校合并而成，后与

四川其他学校合并为公立四川大学。在李跃平提供的拍摄于

1911

年和

1912

年的照片中，四川高等学堂的

师生无一例外地都穿着长袍马褂。由于天气寒冷，学生还在教室里用炭盆烤火。

隍� 1911年春/成都总府路 逛街的大多是男人

紧邻春熙路的总府路，相比今天的繁华模样，在老照片中却只有一车

道宽，街道两边都是低矮的瓦房。在离镜头最近的一间店面，屋檐下似乎还

悬挂着鱼干。而照片中的行人，多是抄着手的大老爷们。

“学校让我们一周不上课，给全校做大扫除，这太不

可理解了嘛”，昨日，四川工业贸易学校的高一学生阳阳

（化名）对成都商报记者说，学校规定每个班级轮流停

课一周，专门负责全校卫生清洁，而她和部分同学无法

认同学校这种做法。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四川工业贸易学校，的确看到

上课时间许多学生正在校园的各个区域中除草、 倒垃

圾、扫落叶……部分学生私下议论，是不是学校为节省

经费安排学生劳动？

新型劳动课

学生：打扫到晚上10点过

“我们是来学习的， 即便要劳动， 何必非要停课

呢？”阳阳认为，学校如此举措不合理，与几名同学几番

商量后，她带头拨通了成都市教育局的电话投诉。

本周轮到该校的质检班进行劳动。一名参加劳动的

女生柳柳（化名）告诉记者，昨日是劳动的第二日，班上

有40多名同学在打扫学校。

昨日下午，记者在该校目睹了学生们停课劳动的场

景，许多学生在教学楼前的草坪上除杂草，也有部分同

学在清扫路面。柳柳回忆，前晚由于大家打扫楼道不干

净，教官将大家留下延长了打扫时间，“结束时已经快11

点了，我们好多人回去后都是摸黑去洗漱的”。

“操场一个烟头不许有，不干净还要罚”，柳柳表

示，大家每日6点过就要起床，7点过就要开始劳动，晚上

又结束太晚，“实在太严太辛苦”。

为节省成本？

校方：节约并非主因

阳阳正在该校读高一，学校从这个学期开始才实施

这一新型劳动方式。学校高一共18个班级，恰好能轮满

一整个学期。而由于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都有校外的

实习任务，所以只有高一的学生参加打扫。

“学校怎么会让我们来扫学校嘛， 应该找清洁工

啊”，阳阳跟同学讨论后认为，学校是为节省请清洁工的

费用，“毕竟这学期开始学校就没有清洁工了”。而另一

位高二的同学李令（化名）也向记者证实，本学期前，一

直都有专门的清洁工负责打扫。

对此，记者找到了四川省工业贸易学校的副校长文

勇，文校长告诉记者，让学生停课一周去劳动的做法，校方

称其为“劳动周”，是本学期开学时刚开始尝试的新规定，

其主要目的是“规范学生的习惯”，同时也作为劳动课的

课程内容。至于节省成本一说，“这是个很次要的原因”。

文勇给记者算了笔账。今年3月之前，学校一直聘用

清洁工。“去年3月到今年3月一整年，学校将清洁工作承包给

了一个公司”，包一年共19万。而今年3月起，学校不再与该公

司续约，清洁由学生的劳动课负责，但学校依然要雇楼管绿

化人员， 相当于只节省了清洁工的费用。“这也说不上能节

约多少”，文勇对记者解释，主要还是为了锻炼学生。

“劳动周”建议者：

“职校娃娃不好管，晓得他们很不服”

“我晓得很多娃娃对这个做法有抱怨，很不服”，最

早提出“劳动周”方案的，是该校学生科的副科长王江

涛，他告诉记者，其实校方在这学期开学前讨论劳动周的

方案时，也有很多反对票。许多校领导担心此举会受到学

生的抵触，更怕家长会闹情绪。但他认为，集中劳动一周，

除了锻炼动手能力，最重要的还有约束学生行为。

“以前他们扫帚倒了都不会扶的”，王江涛强调。

对于停课的做法，王江涛解释说，学校已经提前调

整好了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和进度，不会让正常课时受

影响。“并且劳动周也是在上劳动课”， 王科长表示，劳

动周的一周就相当于该校的劳动课内容，劳动周结束后

会给出学生成绩，这一成绩占70%，平时学生的劳动表现

占30%，二者相加就是学生该学期的劳动课总成绩。

停课一周搞卫生 学校新规引争议

动态

教育局:学校工作方式有待改进

对于学校的做法，成都市教育局如何看待呢？市教育局职成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所学校属省管，但因为地处市内管辖，大家都可以沟

通。从他本人做职成教育的经验来看，很多中职学校都开设了劳动课，

“一个班、一个小组轮半天、一天或整周，负责学校的卫生和礼仪上的

事，只要学校安排得当，是可以的。”但同时他也表示，教官们深夜还

继续让学生劳动，这个做法显然不恰当，学校应该在工作方式上有所

改进，“对于劳动课，有个别家长和学生不理解、不赞成，都需要学校

来有效沟通。”

该负责人分析说，在中职学校中，有一部分学生行为习惯需要加

强，他们面临着毕业后直接进入社会的现实，在德育上更不能松懈。

采取“停课劳动”的 成都并不只这一家

记者还了解到，用一周时间组织学生参加劳动的情况并不只有四

川省工业贸易学校。 成都市青苏职业中专学校德育处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学校也采用此方法，但执行方式有所不同。在这所学校里，每

学期每班设置“劳动服务周”，每个班轮着来，一学期几乎能轮完全

校。在这一周里，一个班的学生早上劳动，下午上课，算2个学分，“早

上8点，全班学生要站在校门两侧向来宾问好，第一节课大扫除，第二

节做擦桌子等细节活，第三节主要是保洁，第四节是就餐服务，帮同学

递递餐盘之类的。”

该负责人表示，这是教育学生养成劳动习惯，培养礼仪的方式，也

是学生熟悉公司企业管理的途径，“虽然是做卫生， 但我们按片区划

分了8个岗位，每个岗位有主管和经理，跟公司的层级划分很像，让学

生形成规则意识，像上班一样。”她补充说，还有其他学校也在使用该

办法。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江浪莎

链接

隍� 1911年春/成都青羊宫

棚摊鳞集

1911年夏/成都

课余体育活动

隰

1911年/成都

成都警察上岗提步枪

照片中还有一张

1911

年成都警察的照片。

他们不仅身上系着武装带和子弹盒，手里提的

也是上了刺刀的步枪。照片上的

15

名警察分三

排站立，镜头面前各个虎目圆瞪，颇有气势。

隍

1911年春/成都二仙庵外

花市、苗圃和鸟市

隗

收集这些记忆碎

片并不容易， 收藏者

希望与广大市民分享

这些凝聚在照片上的

珍贵往昔， 在缅怀过

去的同时，珍惜当下。

成都商报记者 徐剑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