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员 边良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济南
约有520名学员在3年有效期内未通过
驾考。2014年更多，全年共有2000多人
没能“按期”考出驾照而前功尽弃。（相
关报道见今日A02版）

三年为限，如果学员不能取得驾
照，就一切归零，需要从头再来。这意
味着，已通过的考试科目作废，学习时
间白白搭了进去，培训考试费也就成
了一笔“冤枉钱”。事实上，许多“超期”
学员未完成培训学时，也没有参加全
部科目考试，这钱能不能退，大家应该

有商量。
我们知道，如果不能完成驾考学

习，培训费退多少可以通过与驾校协
商解决。而考试费这一块，还从来没听
说过退钱的事。

在济南驾考学员的交费中，710元
属于非培训费用，其中驾驶证费用为
10元，4个科目的考试费用为700元。这
710元钱属于非税财政性收入，学员在
报名时就要交，最终进入政府财政。不
管你将来能不能参加完全部考试、能
不能拿到驾驶证，这笔“预收费”都不
是“回头钱”。

造成学员不能在3年“有效期”内
完成考试的原因很多。从主观看，总有
些始料不及的状况导致学车中断，比
如突然被派到外地甚至国外工作。在
客观上，也有不可预料的情况会出现。

去年以来，济南驾考一度积压了
很多人。一方面，驾校盲目“扩招”，超

出了自身能够申请考试的能力；另一
方面，持证考试员目前仅数十人，考试
能力本身存在不足。此外，“一出一进”
等新规则也对驾考市场产生影响。

可以看出，去年一年2000多名学
员“超期”原因是多方面的，带来的损
失不该单方承担。时间成本就不说了，
经济账有必要算清楚。700元的考试
费，于情于理都应该视具体情况全额
或部分退还。4个科目收700元，按照平
均每人退500元计算（偏高的估计），
2000人就是100万元。至于那10块钱的
驾驶证费用，人家最后连证都没见到，
为啥捂着不还？2000人一共才2万块。

想来想去，这些钱说多不多，大概
因为进了财政“退起来麻烦”终致不了
了之。但是站在政府为民惠民的立场
考虑，总是要一点自找麻烦的精神的。
因为，对学车的人来说，它是个钱的
事，也是个理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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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杀子悲剧 保障体系需发力
□杨朝清

因为年幼的儿子患有脑积水，高
额的医疗费让家庭不堪重负，身为父
亲的孙某趁夜黑无人，将2岁的儿子带
至田地，抛入一口枯井中，后致其死
亡。近日，陕西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故意杀人罪判处孙某无期徒刑。

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承担病儿的
后续医疗费用也罢，担心病儿长大以
后被人嘲笑也罢，当孙某可以为自己
的恶行找到理由哪怕是自欺欺人的理
由，“不要怪我，我也没有办法”的冷漠
也就随之产生了。

对于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负
担沉重的农村人来说，一旦子女患有

先天性的严重疾病，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果这些弱势群体不能及时地被纳入
救助体系，就会成为一个孤立的节点，
陷入“求助无门”的边缘化境地。而身
处社会底层，匮乏的资源、恶劣的生存
生态，也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是非
观和价值观——— 脑积水患儿的亲生父
亲认为，这个儿子像累赘一样，拖累了
自己和整个家庭。

在“父母心”的驱使下，父母往往
会无私地对孩子付出，却不去计较成
本与收益。只不过，在坚硬现实的挤
压下，朴素人性也会上演“变形记”。

这个被谋杀的病儿，死于父亲的
轻率与糊涂，但是，这对父子的人生，
实际上也处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不

靠”的夹缝地带。如果能够得到国家
制度的护佑，如果能够得到公共部门
的有力救助，“父亲杀害病儿”的悲剧
原本可以避免。就此而言，“父亲杀害
病儿”也折射出我们在公共治理、社
会保障、救助体系上的一些漏洞与短
板。

终结这样的伦理断裂，固然需要
主观的人性救赎，更离不开客观的社
会支撑。如果公共部门不能以制度善
意体恤民生疾苦，如果社会不能给予
人们需要的温情与关爱，人性就可能
变得自私和冷漠，濒临危险地带，连亲
情伦理都会遭受破坏。让杀害病儿的
父亲接受法律制裁只是第一步，需要
做的还有很多。

去年一年2000多名学员“超期”原因是多方面的，带来的损失不该单方承担。时间成本就不说

了，经济账有必要算清楚。

李冰洁：银行的观点不值一驳。显
然，银行除了建内部员工用厕所外，还
可以在银行服务大厅外附近建储户公
用厕所，方便储户解决“内急”问题。这
理当是银行服务的基本条件之一。因为
上不了厕所而尿裤子，丢丑的难道只有
储户吗？实际上，傲慢的银行更加丑陋。

杨朝清：一起荒诞剧的上演，不仅
叩问制度之弊，也要反思人性之陋。少
一些“制度至上”，多一些人性力量的回
归与加强，才会让公共生活更有安全、
更有情怀。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基础上，
让厕所使用更方便、更加人性化，离不
开银行责任和担当的彰显。这不仅是业
务能力的问题，更是发展理念和价值排
序的问题。

段思平：设立规矩和制度的最终目
的，是更好地为人服务，而不是用死的制
度来为难活的人。面对一位内急老人上
厕所的请求，银行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同
情心，一味拿行规作借口，本质上就是一
种对他人的冷漠。如果银行真的担心厕
所外借产生安全问题，难道不能找一个
同性别员工陪着老人一起上厕所吗？

银行厕所不外借
是行规还是借口

武汉一位老人到银行办业务，因为
内急，请求用一下银行厕所却遭拒，导致
老人拉在了裤子里。此后，银行经理出面
道歉，并解释说，银行厕所不对外开放是
行规，主要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

老人高峰出行遭责备

包容性在哪

一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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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车考试费退不退应该有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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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首席家庭报

难“梯”
今年，国家将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

划的招生名额增加到5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
于程序设计、实施细则等方面的问题，不少考生碰
到了通道上层的“玻璃顶”。这项政策要想顺应寒门
学子的期待，需要更完善的制度考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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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70岁的王先生和一名20
多岁的女子因为争执闹进了派出
所，争执的原因让他有点心酸又有
点无奈。这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子责
备他们，“老年人不该在早高峰期和
上班族抢轻轨！我父母就从不这样！”

任何一个出行者，不分年老年
幼，都有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平等出
行的权利，这是作为一名公民基本
的权利。确实，不少老年人主动规避
在上下班高峰时出行，但这只是一
种道德承担，而非法律义务。以老年
人不规避出行而谴责老年人，显然
缺少应有的文明认知。因为，在公共
交通工具上，鲜明标注了残疾人孕
妇老年人专座，说明整个社会对于
老年人应有基本的尊重和包容，即
便是交通高峰时也应如此。正是在
高峰时期，也才能体现出公众对弱
势群体的包容性、尊重程度。

——— 张立

微评论

新闻：河南103岁乞讨老人:对
不起干部，给国家抹大黑了。（中国
青年报）

点评：到底是谁对不起谁？
新闻：罚没花梨木移交时少了

1000多斤，领导解释称原本带泥。
（国际旅游岛商报）

点评：明显被老鼠啃掉了呗！连
渣渣都不剩。

新闻：上海暴雨开启“看海”模
式，虹口港河水倒灌。（新民晚报）

点评：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中
国大部分城市的良心都被水淹了。

新闻：四川绵阳女孩走路玩手
机太专心，腿陷进下水道护栏。（新
华）

点评：所以长胖点还是有好处
的，根本掉不进去。

新闻：男子涉与15名女大学生
网恋骗财，其中两人住同一宿舍。

（新京报）
点评：充分说明了带男友见朋

友的重要性。
新闻：泰国清迈大学大一新生

面试，一男生被赞“系花”。（综合）
点评：看脸的时代，性别根本不

是问题。

点点评

张永霞当选烟台市长

本报讯 6月17日举行的烟台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补选孟凡利为烟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补选张永霞为烟台市市长。

张永霞，女，1968年生，大学本
科学历，曾任日照市委常委，威海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务。2013年
6月起调任烟台市委副书记，今年5
月任烟台市副市长、代市长。

据悉，张永霞是山东省17个地
级市中现任的第三位女市长，另两
位分别是威海市长张惠和莱芜市长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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