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6-22 星期五 新闻眼·社会 A0596369 8457123责编:盛望 主任:冶永刚 责校:小冰 热线:

本报讯（记者 何耀军）在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联合西海都市报等全
国百余家媒体开展的天天正能量评
选中，西海都市报此前报道的替儿
还百万元巨债的“坚强妈妈”马兆红
获得第 245期二等奖，她将收到 5000
元奖金。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给马兆红的
颁奖词这样写道：一个人可以承受多
少不幸？27 年间，丈夫、儿子先后骤
然离世，她一次次万念俱灰，又一次
次挣扎爬起。一个人可以承受多少
压力？独自拉扯大儿女，她又撑起负
债百万的美食城，一直一穷二白，从
未停止拼搏。20多年风霜雨雪，一双
手，一个人，撑着她的是心中的“爱”，

用实际行动写下了大大的“信”字。
21日下午，得知自己获得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奖励的消息后，马兆红
说，她还债是为了儿子，为了自己的
良心，感谢西海都市报和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给了她力量和勇气。

2013 年，在马云倡议下，阿里巴
巴集团宣布启动“天天正能量”公益
平台，承诺每年投入 500万元至 1000
万元，用现金奖励凡人善举的模式
发掘、传播和弘扬社会正能量，西海
都市报成为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在
青海的唯一合作媒体。

西海都市报、阿里巴巴共建“天
天正能量”项目后，通过一次次报
道 、活 动 、奖 励 ，引 导 读 者 向 善 向

上。马兆红是西海都市报、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共同发出的第 17例天
天正能量奖励获得者。截至目前，
经西海都市报报道获得阿里巴巴正
能量奖励的已达 17 次 20 余人，奖金
总额 7.5万元。

目前，西海都市报与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联合发起的“正能量爆料
官计划”正在进行，如果你身边有正
能 量 故 事 ，赶 紧 致 电 西 海 都 市 报
96369 新 闻 热 线 爆
料 ，一 旦 线 索 被 选
用，你将获得 100 元
至 300 元不等的“正
能 量 爆 料 官 ”线 索
奖励。

《56岁坚强妈妈替儿还百万巨债》续

“坚强妈妈”获天天正能量奖金5000元

幼儿园发布“劝退七条”

日前，有西宁市民向西海都市报 96369
新闻热线反映，“西宁金伊芙幼儿园发布一
则告示，详细列举了‘劝退幼儿’的七种情
况，内容感觉有点怪。”

市民提供的资料显示，金伊芙幼儿园
发布信息称，为维护幼儿园良好的教育秩
序，保护每位幼儿和家长的利益，经讨论决
定幼儿在园期间，出现七种情况之一，则予
以劝退。

“劝退七条”内容如下：
（1）幼儿家长对幼儿园工作人员精神

或肉体上进行伤害的；
（2）幼儿之间发生纠纷，家长对对方孩

子精神或肉体上进行伤害的；
（3）对幼儿园工作有意见，但没有向园

长反映就寻求上级机关、新闻媒体或通过
“闹园”解决的；

（4）传播有关幼儿园不实言论的；
（5）幼儿或家长的行为对其他孩子、家

长或幼儿园工作、人员产生潜在危害的；
（6）提供虚假信息获得幼儿园学位的；
（7）幼儿园是培养孩子行为习惯、综合

能力的集体生活场所，孩子需要在幼儿园
集体环境中逐渐成长，如果家长只是一味
要求我们的老师无微不至地各项生活照
顾，对不起，我们不是保姆，请您离开！

有些家长不认可
刚刚当妈妈的刘女士看到“劝退七条”

后，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则“劝退七条”明显不
公平，好像幼儿园怎么做都对，孩子家长稍微
不顺着幼儿园就会被劝退，有霸王条款之嫌。

市民张女士逐条阅读之后说，作为家
长，她感觉“劝退七条”部分描述过于模
糊，执行起来很难，而且感觉全部是幼儿园
对于家长的要求，幼儿园好像没有义务。

作为一名家长，市民彭女士的孩子虽
未到入园年龄，但她看了这七条规定后说，
首先她不会涉及到规定中任何一条，她理
解幼儿园工作的难处，她会努力做一名合
格的家长；其次谁也不希望意外发生，一旦
意外发生了，家长和幼儿园应该积极沟通、
正面解决问题。

王女士认为，从孩子家长的角度而言，
幼儿园不应该劝退幼儿，就像医院不能因
医患矛盾就挑病人，而孩子的天性调皮，现
在很多孩子又是被爷爷奶奶带大，其教育
和培育幼儿的方式有待提高，园方应该和
孩子的父母好好沟通，共同做好育儿工作。

园方称没有收到任何家长的反馈意见

6 月 21 日，金伊芙幼儿园保教主任兼
执行园长许珍见到这一纸规定后说，这是
上个月中旬她任职执行园长后，以通知的
形式发布在幼儿园平台上的，目的在于维
护幼儿园良好的教育秩序，保护每位幼儿
和家长的利益。她说，今年她去各幼儿园
参观学习后，萌发了发布该规定的想法。
她说，“一切为了孩子。”

针对规定中提到的“幼儿家长对幼儿
园工作人员精神或肉体上进行伤害的”和

“幼儿之间发生纠纷，家长对对方孩子精神
或肉体上进行伤害的”，许珍说，金伊芙幼
儿园办园 14 年，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家
长，有通情达理的，也有以自我为中心的，
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孩子就进入了群
体生活中，家长不能一味地只考虑自己的
孩子，还要照顾其他孩子的感受。

许珍说，按照相关规定，幼儿园小班人
数为 25 人至 30 人，中班人数为 30 人至 35
人，每个班配备两名老师和一名保育员，平
均每人要看护 10个孩子，孩子磕磕碰碰是
难免的事，但有的家长不理解，即使是一句

不带脏字的难听话也会在心理上伤害到老
师和孩子，这比打一拳还让人难受。她认
为，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就应该学会放
手，家长该比孩子更快适应幼儿园。

关于“传播有关幼儿园不实言论的”
“提供虚假信息获得幼儿园学位的”这两
条，许珍表示，金伊芙幼儿园一直正常地运
转，未发生过此类事件，她只是希望孩子们
在快乐的环境里生活、成长，接触到的都是
充满正能量的人和事。

至于什么是“幼儿或家长行为对其他
孩子、家长或幼儿园工作、人员产生潜在危
害的”？许珍没有明确回答，她提到在其他
幼儿园参观学习时看到有家长不尊重老
师、不信任老师，她根据自己的管理方式，
把这一条加入到规定中，防止任何人伤害
孩子，保护好孩子的同时保护好自己的教
职工。“这样教育出的孩子才是最棒的。”
许珍说。

另外，许珍认为“我们不是保姆”这一说
法没有任何问题。她说，服务行业有其服务
的宗旨和工作原则，不能一味地把一些事情
强加在工作人员身上。除教育外，幼儿园的
老师们还承担着给孩子收拾屎尿、清洗衣裤
等工作，很辛苦，孩子从小班到学前班，每一
步都凝结着老师的辛勤付出，理应得到尊
重。她强调，幼儿园是乐园，是培养孩子行
为习惯、综合能力的地方。

“从该规定发布到现在，我们没有收到
任何家长的反馈意见，表明大家都接受这
个规定。”许珍说。

律师点评“劝退七条”

青海延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存花认
为，近年来，由于幼儿园与家长之间的矛盾
导致幼儿被劝退的案例日益增多，幼儿园
劝退细则也是幼儿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一种措施，其并不违法，但幼儿园本身是培
育幼儿良好生活习惯和初步生活自理能力
的教育机构。 根据我国《教育法》及部分
地区发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相关条款，
幼儿园要按照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实施德、
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因此，
幼儿园出现与家长和幼儿的矛盾，不应当
把责任归到幼儿并直接将其劝退，而应考
虑将教育和保育相结合，先与孩子家长沟
通，对家长进行育儿指导，并与家长共同做
好幼儿身心健康的教育工作。

对于该幼儿园发布的“劝退七条”，西
海都市报社法律顾问、青海省律师协会副
秘书长刘文育认为，客观而言，幼儿园有权
劝退学生，但劝退应当基于正当的理由和
合法的规则。鉴于幼儿教育的法律依据，
除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有原则性的
规定外，主要依据国家教育部门及各地教
育主管机构的文件，在没有任何官方出台
规定的情况下，幼儿园所例举的“劝退规
则”，劝退条件的规定很模糊，实际操作中
弹性过大，难以对出现的可能导致劝退发
生的行为进行公正而客观的评价，这种规
则更多地体现了在目前幼儿教育资源不充
足的情况下，幼儿园强势对待家长的一
面。这种现象应当引起教育部门的充分重
视，及时引导和规范幼儿园的管理行为，从
而保障幼儿教育管理秩序。

西宁金伊芙幼儿园缘何发布“劝退七条”
本报记者 彭娜 何耀军

本报讯（记者 孟晓敏） 6月 21
日，家住西宁市第三中学附近的市
民王女士反映说，最近，她每天从
夏都大街、南小街路边的大树下经
过时都有些发怵，不知从何时起，
路边的树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虫
子。

当日上午，记者走访夏都大街、
南小街部分路段，发现路边不少行
道树遭遇虫害。西宁市第三中学对
面的几棵大树枝繁叶茂，枝叶垂下
来，有些枝叶可以触碰到行人的身
体。

走近一看，树叶上爬满了密密麻
麻的绿虫子，密集的虫子让人感到不
适。正值中考第一天，不少市民站在
大树底下一边乘凉一边等孩子考试，
树上的虫子不时掉落在身上。

有市民说，海湖桥南公交站对
面的树上也有很多虫子。还有市民
说，前几日她在三角花园西侧广场
散步，坐在树下的凳子上休息时，遭
到树上虫子的“骚扰”，虫子飞到衣

服上、头上。
就此事，城东区市政公用服务中

心绿化科科长孟勐说，从春季开始，
他们一直在做灭虫工作，前段时间，
他们喷洒农药后，受到市民的投诉，

所以，灭虫工作暂停了一段时间。每
年防治虫害，他们一般在城区的各个
街道，喷洒灭虫药物 5至 6次，他们会
尽快处理夏都大街行道树的虫害，之
后还会巩固防治。

虫满行道树 市民盼处理

树叶上爬满虫子树叶上爬满虫子。。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孟晓敏孟晓敏 摄摄

本报讯（记者 贾雪琦 通讯员 陈祥萍）因网络结缘
走入婚姻殿堂，不算新鲜事，而由网恋陷入诈骗陷阱的
也屡见不鲜。日前，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院就对一
起网络相亲诈骗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阿峰批准逮捕。

阿峰是兰州人，男，已婚，自下岗后并没有固定收
入。2014年 5月的一天，闲来无事的阿峰在相亲网站注
册了账号，并填入了虚假个人信息，化身为一名有钱的
商人，并在家庭住址一栏填上了兰州市某高档小区。

与此同时，未婚的小兰因为找对象心切，通过这家
相亲网站提供的信息结识了阿峰，通过线上火热的聊
天，两人日渐熟络，并在线下见了面。在交流中，小兰
并不知道阿峰有家庭有孩子，对阿峰的话深信不疑，将
他当爱人对待。

在随后的时间里，取得小兰信任的阿峰伺机实施
诈骗，先后以投资诊所、投资项目请人吃饭等为由，从
小兰处拿走了五万余元现金，全部用于个人挥霍，而小
兰依旧沉浸在虚构的婚姻幻想中。直到 2017 年初，看
出端倪的小兰找男友阿峰要钱时，却发现对方早已无
法联系，便去兰州寻找，寻找无果后立即报警，警方很
快抓获阿峰。今年 4 月 26 日，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检察
院以阿峰涉嫌诈骗罪依法将其批准逮捕。（文中人名均
为化名。）

诈骗痴心女
已婚男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