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宝慢点跑，

奶奶再喂你一口饭，

好不好？

4个最美环卫工人用青春诠释美丽

24年如一日，赖世兴用心扫地。现年54

岁的赖世兴从1991年10月参加工作， 一直

奋战在环卫工作第一线。对其工作情况，赖

世兴一口气就说清楚了：掏厕所10年；扫大

街4年；装卸垃圾1年；垃圾填埋场7年。从30

岁成为环卫工人至今， 已是年过半百的老

工人了。赖世兴对此说：“做一行，爱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久了，就习惯了。”从街面

清扫保洁到生活垃圾收运， 从机械维修到

垃圾的填埋场库区管理， 每个地方都留下

了人们无数的赞誉，被称为“技术型环卫

工人”。用他的话说，与垃圾打了24年交道

了，与垃圾都有了“感情”。干什么工作不

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工作有没有意义。2014

年度被评为“十佳”环卫工人。

51岁的肖国平在环卫一线工作了23

年，主要是开洒水车。无论白天、黑夜，都

尽职尽责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和领导临

时交办的工作任务。“完成工作好， 安全

驾驶好”是他的座右铭，2008年汶川大地

震发生后，彭州市作为重灾区饮水成了头

号问题。于是，肖国平与同事一起，不分昼

夜往通济镇、小鱼洞镇送水。送水持续了

三个月，直到这些地方饮用水符合食用标

准。肖国平说，每天凌晨5点半起床，开着

洒水车为城市街道洒水降尘已成为他生

活的一部分。

47岁的环卫女工杨明英， 从23岁大姑

娘从事环卫工作至今，已变成了一个阿姨。

23岁的小姑娘喜欢打扮自己，爱漂亮，可她

的办公场所在公厕，工作对象是垃圾，大家

都替她不值，可杨明英却不以为意，像打扮

自己一样，用心装扮着我们的城市。2013年

彭州“7·9”暴雨期间，彭州生活垃圾卫生

填埋场渗滤液出现外溢的状况。 得到消息

后， 杨明英第一个站出来， 用篷布覆盖垃

圾，防止更多的雨水混入垃圾渗滤液中，阻

止了渗滤液外溢对周边群众的巨大影响。

特别是从2012年至今担任公厕组组长，杨

明英带领公厕组的同事，从卫生、清洗、垃

圾处理等加强管理， 将彭州市公厕管理提

升到一个新台阶。在成都市测评当中，成绩

始终保持成都三圈层前两名。

在51岁周乐军看来：“每天的工作都

是在战斗， 与垃圾作战。”1982年周乐军

参军， 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荣获 “一等

功”。1996年转业进入彭州市环卫处后，

他凭借军人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的优良作

风，先后多次被评为彭州市“优秀环卫十

佳工人”，彭州市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

员等。他在彭州市环卫处机修组，主要负

责垃圾车的维修等工作。没有先进的仪器

与设备做支撑，但市民的事情都需亲力亲

为。靠一双手、一把钳子，在垃圾车一干就

是几个小时。苍蝇、蛆随时爬上车，干完活

出来， 连家人都受不了他身上的味道，更

不用说其他人了。他用勇于担当、敢于承

担、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军人特质，维护

着城市的整洁，感动着人们。

从我做起 人人争当城管员

彭州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推选

“最美环卫工人”， 不仅为了展示这些在

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工作的清洁工，而

且更重要的是让市民“动起来”。从我做起，

人人争当城管员，为美丽彭州尽一份力。

近日，彭州市城管局组织工作人员在

彭州园后门、天一广场和彭州客运站等人

流量大的地段，开展了以“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知识宣传”和“‘四改六治理’市容

市貌、农村环境专项治理在行动”为主题

的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城镇七好”、“门

前七包”、“市容秩序”和“农村垃圾前端

分类”等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宣传资料、解

答市民疑问、记录市民建议意见、给热心

市民派发小礼品等方式，向市民全面宣传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及城管局相关工作，进

一步提升市民对城乡环境治理及城管工

作知晓度， 促进市民积极参与建设 “天

蓝、地绿、水清、整洁有序、宜居宜业”的

魅力彭州。

目前， 这4位彭州最美环卫工人已被

推选至中国环卫网，参选全国最美环卫工

人，请为他们点赞！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图片由彭州市城管局提供）

成都商报记者

王冕

核心

提示

全国范围内一项关于中国“隔

代教育”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约有

一半的儿童接受着隔代教育， 在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一比例更高。

“隔代教养”已成为我国不可

忽视的一种社会现象， 对为数众多

的儿童成长、 发育乃至更长时间内

的人生成长轨迹都将产生重要的影

响，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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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出“教材” 教老人带孙子

“爷爷奶奶，少爱我一点”

“隔代教育”

面面观

今天是“六·

一” 国际儿童节，

不少家长都会计

划着给孩子送点

什么？到底送什么

呢？不如，送“适宜

的爱”吧！

成都商报记

者从成都市教育

局学前处了解到，

他们花了整整1个

月时间，在全市范

围内收集对幼儿

“适宜的爱”和

“不适宜的爱”的

真实事例。幼儿园

老师踊跃来稿，其

中， 接近50%的案

例反映的都是隔

代教育的问题。一

些幼儿园老师还

发出了 “爷爷奶

奶， 少爱我一点”

的呼吁。

市教育局学

前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他们将遴选

部分案例整理成

册，并邀请一批知

名幼儿专家进行

指导、点评，届时

将面向幼儿家长

们发布。“理性把

握爱的温度和尺

度，尊重幼儿的独

立人格，遵循幼儿

发展规律，倾听幼

儿的心声。这才是

家长送给幼儿最

好的礼物。” 市教

育局学前处负责

人说。

1

到幼儿园不会吃饭

“你帮我”成孩子口头禅

吃水果的时间到了，鑫鑫突然哭了起来：“我

不会吃，我不知道怎么吃啊！”我走过去一看，同

桌小朋友的盘子里都只剩葡萄皮了，鑫鑫的盘子

里还有着一颗颗吃过却又吐出来的葡萄，并一直

哭着喊“帮我擦眼泪啊！怎么办！我要擦眼泪！”

“吃午饭了，鑫鑫端着饭回到座位坐下，有的

孩子吃得很快，但鑫鑫的碗里却还是满满的。

“鑫鑫，你怎么不吃饭呢？”

“这个饭太大了，我吃不了！”

“那你就用勺子舀一口放到嘴里，这样就不大了。”

“可是它太烫了！”

“你可以自己吹一吹呀。”

“可是我不会啊！”说着他又哭了起来。

这是一位幼儿园老师记录下的一个孩子在幼

儿园的真实表现。“就这样，从早上到离园，只要涉

及自己动手、自己做事情的时候，他总是用‘不会’

‘不知道’‘你帮我’来回答。”老师说。

放学时，老师和鑫鑫妈妈进行了约谈。鑫鑫的

爸妈都是上班族，孩子由爷爷奶奶“包办”。为了

孩子吃饭，奶奶可以追着孩子一路跑一路喂，所以

孩子不会自己吃饭；孩子不喜欢嚼水果，爷爷就每

天为孩子鲜榨果汁，所以孩子嚼不来水果；连抹眼

泪儿也多是老人代劳……

这位老师制订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 她把孩

子的爷爷奶奶请到班上“一日游”。通过一天的观

察，两位老人很快发现了“别人家的孩子”有多么

能干，进而和老师约定，从初步的吃饭、吃水果入

手，到自己尝试穿衣服、穿鞋子等，坚决做到在家

不包办、不代替。一学期后，鑫鑫的口头禅渐渐变

成了“我来”“我自己会”，也不掉眼泪了。

成都五幼园长闵艳

莉表示， 鑫鑫是一个典

型的 “隔代养育” 的孩

子。 祖辈的溺爱造成孩

子生活上的困难， 也影

响着孩子融入集体的速

度。 祖辈必须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 父母也不

能以 “隔代养育”“祖辈

溺爱”来给自己开脱，应

承担起教育孩子的主要

责任。

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家长因为工作繁忙，不得不把孩子的教

育、生活等责任托付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隔代教育”，成为我们不能忽视

的现实。我们有必要“防患于未然”，以免教育差异影响孩子的未来发展。

专家

点评

孩子幼儿园抢座位

外婆说“让他发展得有个性一点”

“这是怎样的教育方式呢？我不能理解。”在

市教育局收集对孩子“不适宜的爱”来稿中，一

位老师这样写道。她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呼吁：“爷

爷奶奶，少爱我一点吧！”

事情是这样的：有段时间，这位幼儿园老师

有点“看不来”洋葱的外公外婆，因为他们对老

师的要求很“高”：要求老师帮洋葱在吃饭前穿

围衣，饭后要帮他擦嘴……而对孩子，他们则表

示，他爱干什么干什么，自由发展。

因为孩子觉得寝室有光，有声音，所以每天

中午，外公外婆都会接洋葱回家，下午送来幼儿

园，然后就一直在楼下等，等到下午放学，又第一

个来接他。

这天，洋葱想去坐一个他喜欢的座位，便去拉

开坐在那个座位上的小朋友， 自己一屁股坐了上

去。中午，老师给外婆讲了这件事。还没说完，外婆

就对老师说：“不管他，他以后要出国的，让他发

展得有个性一点……”

这让老师有点哭笑不得。第二天，洋葱又把全

组小朋友的玩具都抢来玩。老师看到后，便对他进行

了说教。结果中午睡觉后，外婆送他来幼儿园，他躲

在外婆身后不出来。老师给外婆讲述了原因，外婆对

老师说：“孩子嘛，让他自己去成长，不要管他。”接

着又转过去对洋葱说：“去吧，姥姥在，不怕。”

闵艳莉说

:

“怎样在

给予孩子自由与个性发

展的空间和教会孩子遵

守规则、 尊重他人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不要

让 ‘爱’ 阻碍孩子的成

长！ 这不仅是洋葱的姥

姥， 也是我们应该和所

有父母、 祖辈们一起好

好思考的问题。”

专家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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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上学做操画画

爷爷奶奶追着拍照“记录成长”

幼儿园开展活动，会邀请家长参加。因很多

父母忙着工作，来园的“嘉宾”一般以祖辈居多。

一位幼儿园老师就发现，不少祖辈都喜欢用

手机记录孩子的一举一动， 当孩子在认真做操

时，很多祖辈就会高声喊着孩子名字，提醒孩子

看镜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其实破

坏了幼儿在活动中的专注性。”

这位老师谈到了这样一个例子。

“小天用画笔在画板上画竖线， 他的认真

和专注吸引着我， 这时候， 奶奶朝着小天喊：

‘小天，转过来，看奶奶！’小天抬头看了一下奶

奶，继续认真地画画，也许奶奶并没有捕捉到小

天转头一瞬间的样子， 于是继续喊道：‘小天，

看奶奶，看奶奶！’”

“毋庸置疑，记录孩子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有

意义，也有价值。然而，拥有好的学习品质影响着

孩子的终身学习。因此，我们需要权衡在某个时刻

哪个价值更大一些。”这位老师说。

幼儿专家指出，教育

部出台的 《

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中，多处提

出了培养幼儿在学习态

度、行为、习惯、方法等方

面的品质。专注力正是良

好的学习行为和习惯之

一。它决定了孩子现在和

今后的学习与发展质量。

其实，爷爷奶奶在一旁悄

悄拍摄下孩子参与活动

的神情和动作，也许能更

真实地记录孩子成长！

专家

点评

全国约有一半儿童接受隔代教育

一Ｉ项Ｉ数Ｉ据

孩Ｉ子Ｉ心Ｉ声

一座整洁的城市见证了他们最美的身影

彭州市推选出4个“最美环卫工人”，请为他们点赞

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无论三

伏酷暑， 还是数九

严寒； 无论风雨交

加，还是寒风凛冽。

他们或在大街上清

扫垃圾， 或在公共

厕所清理粪池……

这就是彭州市的清

洁工， 一座整洁的

城市见证了他们最

美的身影。 成都商

报记者昨日获悉，4

名清洁工被彭州市

城乡管理局推选为

“最美环卫工人”。

他们从事环卫工

作， 最短19年最长

24年。 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 他们用

行动诠释了城市

“美容师”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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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奉稿酬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最新调查

发现， 隔代教育方式不如将孩子送

到托儿所， 因为上托儿所的孩子更

能适应集体生活。 这项调查的对象

是2000年至2001年在英国出生的

4800名孩子， 比较了在婴幼儿时期

上托儿所和由爷爷奶奶带的两种不

同环境给这些孩子带来的影响。调

查发现， 由爷爷奶奶照顾的孩子虽

然语言能力可能比较强， 但老一辈

的人却无法提供婴幼儿需要的其他

教育和社会交流环境。同样是3岁儿

童， 婴幼儿时期就被送到托儿所的

孩子比那些由爷爷奶奶带的孩子更

能适应集体环境， 也更懂得如何和

其他同龄孩子相处交流。

（新华社）

有Ｉ此Ｉ一Ｉ说

英国调查发现：隔代教育不如将孩子送托儿所

周乐军杨明英肖国平赖世兴

“我特别期待假期。尽管在他们

那里，大多时候是一个人待在小小的

出租房里，但能闻到爸爸妈妈身上熟

悉的味道” ……这是重庆大山深处

奉节县留守女童黄燕菲的日记。

去年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

计数据显示，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

生中农村留守儿童约2100万人， 他们

多由祖辈照顾，接受着隔代教育。缺少

父母陪伴， 并非农村“留守儿童”专

属， 不少城市儿童的父母就在“身

边”，却没时间一起吃饭。重庆某重点

小学学生刘乐（化名）因父母经常出

差， 跟爷爷奶奶住，“妈妈只知道送礼

物，其实我只想她陪我玩一整天。”

当下中国， 众多父母想方设法

为孩子创造最好的物质和就学条

件，不惜牺牲亲子的宝贵时间，有的

出门打工让孩子留守在老家， 有的

忙于工作将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教

养。 他们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

实： 父母的爱与陪伴是孩子健康成

长最核心的资源。 父母能不能少出

差、多陪伴？那些发自孩子内心深处

的呼唤， 其实道出了为人父母的核

心责任和家庭教育的真谛。

专家指出，当孩子0至18岁时，教

育和陪伴孩子长大成人是父母第一

责任。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不少年轻

父母在网上吐槽“孩子被爷爷奶奶

带了之后，一夜从乖巧时尚的‘林志

玲”变成充满泥土芬芳的‘贾玲’”

时，也许也该好好想想，我们也是不

是该尽量多抽出时间陪陪孩子。如果

暂时牺牲了教养子女的时间，但绝不

能牺牲孩子的心理健康，隔代教育儿

童首要需关注心理健康。

儿童心理专家关福琴说，祖辈对

孩子多表现为过度疼爱，无条件满足

孩子的需要，能宽容孩子的天性，孩子

精神环境极大宽松，没有压力，极度自

由，为他们提供了模仿、探索的机会。

但从心理发展方面，孩子对父母的情

感依恋需要不能得到满足，使隔代教

育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并不尽如人

意。所以应加强对父母教育责任的教

育和对祖辈家庭教育的分类指导。幼

儿的父母要从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角

度来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责任，使孩子

快乐、幸福成长。 (

新华社

)

隔代教育难免 不能再牺牲娃娃心理健康

新闻链接

儿童玩具抽检

弹射类玩具安全引关注

成都商报讯 （记者 李秀明）

今

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成都市工

商局的叔叔阿姨们也给小朋友们送

了份礼物：他们日前对武侯区、锦江

区、龙泉驿区、彭州市、邛崃市、新津

县、大邑县、蒲江县以及荷花池批发

市场等区域内的商场超市、专业市场

销售的儿童玩具进行了质量抽检。结

果显示，本次抽检的儿童玩具部分不

合格，不合格项目为：蓄能弹射玩具

的要求、塑料袋或塑料薄膜、可预见

的合理滥用。对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

产品，工商部门已责令经营者下架退

市不合格商品，对经销不合格商品的

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