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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附近的楼栋都开通了管
道天然气，只有我们这里一直没有
安装，希望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能来看看，解决我们的‘急难愁盼
事’。”近日，南昌市东湖区后墙路7
号的苏先生反映，附近居民都用上
了天然气，希望自己家也能早日用
上方便的天然气。

6 月 16 日，记者来到后墙路 7
号，发现这是一栋有些年头的老房
子，与后墙路 5号的居民楼距离非
常近。“我们7号楼与5号楼都没有
开通天然气，而周边的一些楼栋早
就开通了。现在我们还是使用老
式的钢瓶装液化气。”

苏先生说，用钢瓶装的液化气
非常不方便，除了要搬运安装外，

还经常担心在节假日“断气”。“之
前我也跟天然气公司反映过，但他
们回复说这栋楼因为房屋结构问
题，很难开展高空作业，无法安装
天然气管道。”

记者将情况向南昌市燃气集
团反映后，工作人员很快赶到现
场。“之前是有一户居民与我们联
系想开通天然气，但我们现场勘查
后，发现他家厨房与旁边 5号楼的
厨房靠得太近。而且有的居民厨
房外安装了防盗网，导致施工人员
无法空中作业。”

燃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在现场
表示，既然群众有需求，下一步他
们将安排工作人员进入社区走访，
了解哪些居民有安装天然气的需
求，在入户勘查后，给条件符合，能
开展施工的居民家中开通天然气。

近日，北大教授丁延庆吐槽自
己女儿学业平庸，用了各种方法都
没有效果，最后只能承认“我的女
儿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孩子，我必
须接受这个现实。”一时间，网友们
纷纷感叹，在“内卷”如此盛行的年
代，连北大教授的女儿都学不好，
自己也只能放平心态了。

丁教授是何许人？据了解，他
从小被誉为“神童”，6岁能背新华
字典，北大本科、硕士毕业，获哥伦
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北大博
导、副教授。不仅如此，丁教授的
妻子也是北大毕业，两人珠联璧
合，组成了高智商精英家庭。正因
如此，人们才会“理所应当”地认
为，这种家庭的孩子不是天才级别
的神童，也该是学霸级别的“别人
家的孩子”。

即便有着闪亮的头衔，但回归
家庭，作为一名父亲，面对孩子的
教育，丁教授也与其他家长一样抱
有最大的期望，付出最多的努力。
然而，无论丁教授如何努力，自己
毕竟不能替代孩子，最后只能苦笑

认命。
自古以来，人们认为优秀父母

的子女也必定青出于蓝。但现实
真是如此吗？一方面，每个人作为
独立个体，其天赋也是独一无二，
并不能直接对上一代进行“复制粘
贴”；另一方面，同样的教育方式对
于不同人来说，也未必都适用，优
秀的老师并不意味着学生就一定
优秀。这既不能全部怪罪于老师，
也不能一味对孩子指责。

望子成龙是每个家长的天性，
作为一名父亲，笔者同样也有这种
期待。但在现实中，学霸的形成与
诸多因素有关，家长同样要选择接
受平庸，懂得面对平庸，否则就会
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就
像今年热播的电视剧《小舍得》中，
一个女孩在雨中控诉妈妈：“我就
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可你就不要普
通的女儿，你就是想要一个学习好
的女儿”。

聪明固然欣喜，但平凡依旧精
彩。北大教授的遭遇，或许能让更
多家长调整好心态，选择更加健康
更加理性的教育方式。与其盯着
学霸的目标不放，不如把视野放
宽，多发掘孩子的其他优势，陪伴
孩子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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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占鹊巢”现象
电动车主望“桩”兴叹

6月 8日 15时，位于南昌市红谷
滩区的华尔登商业中心地面停车场，
车辆进出频繁，车位很快就接近饱和
状态。在停车场北面的一个区域设
了 5 个充电桩，并配备 10 个车位，但
停在这些车位上的，却是 6辆挂着蓝
色车牌的燃油车。

“来来来，这边还有空位……”不
一会儿，又一辆燃油车驶进了华尔登
商业中心，一名保安随即指挥车主停
在充电桩前面的车位。车辆停稳后，
记者询问车主是否知道这是新能源
汽车停车位，她回头看了看，不耐烦
地回答：“是保安叫我停这里的。”

对此，这名保安向记者解释，他
是根据大楼停车位的需求来安排
的。华尔登商业中心地面和地下共
有 400个停车位，还要和隔壁的喜来
登酒店共用，经常不够用，所以没必
要让充电车位空着也不给燃油车停
放。

面对这种现象，在华尔登广场上
班的新能源车主王先生很无奈。他
告诉记者，他去年购买了一辆国产新
能源汽车在市区跑业务，尽管大部分
时候会在小区附近充好电，但有时候
业务多，来不及回家充电，想使用单
位楼下的充电桩，却总是被燃油车占
用车位。

6月 13日，正值端午小长假。16
时，新建区首创奥特莱斯商场的地面
停车场停满了车辆。紧挨进门口的
区域，是“星星充电”设置的10个充电
桩和 20个专用停车位。与其他地方
不同，这些车位都用黄色喷漆写着

“充电车位”，旁边还挂了一块提示牌
——新能源汽车专用车位，燃油车禁
止停放，否则锁车处理。

记者在现场数了一下，20 个充
电车位上共停放 14辆汽车，其中有 7
辆是燃油车。随后，记者询问了两
名车主，一名车主表示刚进来没多
久，没有注意到专属停车位的标
识。另一名车主则表示，一进场就
看见几个空位，没有多想就停了。

“昨天我在别的商场也是允许停在
充电车位上的。”

一名正在充电的新能源汽车车
主表示，自己主要跑滴滴，每天中午
和傍晚都要“补一次电”，但是每逢节
假日，很多来此逛街吃饭的人就会占
用充电车位，导致无法使用充电桩。

“保安看见了会说一下，大部分时间
都没人管。”

对此，正在停车场门口值守的保
安告诉记者，其实商场地下车库还有
大量空车位，许多车主嫌麻烦不愿停
下去。“平时物业公司也会派人巡逻，
但不可能 24 小时盯着这些充电车
位。虽说要锁车，可我们也不会这么
做，主要是避免和车主产生纠纷。”

此外，记者还走访了青山湖区、
高新区等区域的大型写字楼和商场

等，发现停车场充电车位被燃油车占
用的现象同样普遍。

缺乏有效管理
停车场追逐利益最大化

“燃油车占用充电车位是整个充
电桩行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
题。还有一些新能源汽车充电结束
不及时开走也经常发生，让各个充电
桩运营企业都很头疼。”作为国内最
早进入充电桩领域的品牌之一，星星
充电相关业务负责人刘梅表示。

刘梅介绍，星星充电在江西省布
局了上千个充电桩，平均每天的使用
率超过了 5成，每天高峰期充电度数
达到2至3万度。对于充电车位被占
用的问题，刘梅认为，充电车位作为
近几年兴起的新事物，还处于发展的
初期阶段，缺乏相关管理政策和法
规，燃油车车主占用充电车位的违规
成本几乎为零。

“在此背景下，想让燃油车车主
自觉规范停放车辆，主要取决于他们
的个人素质。作为充电桩运营企业，
我们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宣传力
度，努力引导，让他们更早、更好地养
成良好停车习惯。”刘梅说。

在江西喆瑞新能源公司负责人
杨袭慧看来，相对于沿海发达城市，
南昌的新能源车数量较少，重视度不
够，这是充电车位容易被占用的主要
原因。“燃油车数量多，停车‘翻台率’
高，一些停车场为了追求最大经济利
益，就会忽视新能源车的停放。而充
电车位被占用，除了会影响车主充
电，还会形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进而阻碍充电桩的快速布局，反过来
又限制市民购买新能源车的意愿，形
成恶性循环。”

作为本土充电桩运营企业，江西
喆瑞新能源公司在南昌已经与 10个
大型停车场达成合作，布局了 121个
快充充电桩。杨袭慧向记者算了一
笔账，一个快充充电桩成本为6万元，
安装时还要6万元高压电和低压电施
工费，另外还有每年 1万元的场地租
赁费和3千元的后期维修保养费。“要

想收回这些成本，按照正常电价进行
收费都要十几年，更何况现在市场都
在打价格战，每度电只对车主收 0.7
元，企业利润不到0.1元，回本周期就
更长。”

“在 2020年以前，国家会对每个
充电桩补贴 90%的建设费，所以充电
车位得不到充分利用，浪费的不仅是
企业投入，更是对国家资源的巨大影
响。现在新的补贴政策还没出来，如
果国家补贴份额下降，企业的压力就
会更大。”杨袭慧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昌市已有近
10家充电桩运营企业，充电车位主要
集中在商场、写字楼和公共停车场，小
区内以车主个人安装充电桩为主，而
分布在道路两侧的公共停车位则难以
见到。正因如此，南昌市公安交管局
也对如何管好充电车位充满困惑。

南昌市公安交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由于消防安全和电路安装等问
题，目前全市充电桩的布局基本都在
停车场内，尤其是地面停车场为主。

“这些区域并不属于交警管辖范围，
不像道路两旁的车位，交管部门可以
通过现场执法和违章拍摄，对不规范
停车行为进行处罚。因此，充电车位
的管理主体主要还是停车场。”

试行专用道闸
住宅加大充电车位配比

面对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趋势，
如何破解充电车位被占用困局？江
西财经大学旅游城市学院副教授曹
国新认为，南昌的现代化城市发展进
程还在加速，有许多存在多年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解决，其中机动车停车位
总量不足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导致燃
油车抢占充电车位的现象发生。

“南昌市老城区人口密集，但停
车场非常少，带有充电桩的车位更
少。而红谷滩区等新城区的停车位
虽然在不断增加，但小区布局充电桩
仍然面临许多瓶颈，全部依赖公共停
车场来布局充电桩就需要更合理的
规划和更完善的管理。”曹国新说。

要解决眼下充电车位被占用的

问题，曹国新建议，南昌市要加大智
慧城市建设力度，通过手机App等渠
道引导车主更精准停车。同时，要更
清晰地做好标识，例如给充电车位设
置不同颜色，让车主一眼就能分辨，
在观念上形成一定的认知。此外，停
车场要有专人管理，尽管没有执法
权，但可以及时联系车主或通过拍照
举报，让违规停车的车主形成强大的
心理压力。

南昌市公安交管局相关负责人
则建议，充电桩运营企业可以与停车
场进行沟通，试点推行专用道闸管
理，只有绿牌车才能被道闸识别并放
行，从而充分保障新能源车的利益，
提高充电车位使用率。

记者采访了解到，专用道闸的管
理办法如今已经在南昌的一些停车场
试行。6月 15日，记者来到位于站前
西路的绳金塔体育公园停车场，这里
共设有两个道闸，一个设在大门口，对
所有车辆开放。另一个则设立在停车
场里面，专门服务新能源车辆。

“这个内部道闸是我们今年专门
设立的，里面共有 12个充电桩，24个
充电车位。新能源车进来充电，可以
享受3小时的免费停车优惠。而一般
的车辆充满电只需要 1个多小时，停
车时间足够了。”江西喆瑞新能源公
司负责人杨袭慧介绍，目前公司还在
与其他停车场进行洽谈，希望进一步
增加专用道闸的数量，并配套建设公
厕、休息室等，以更好的服务吸引更
多新能源车车主。

今年5月28日，南昌市政府发布
的《南昌市居住区便民服务设施规划
审批管理规定(试行)》也让新能源车
车主看到了更好的未来。该规定明
确表示，6月 1日起，新建住宅建筑一
次配建充电设备的停车位的配置比
例不小于总停车位的 20%，且应与主
体同步实施。停车库（场）电动汽车
停车位应集中布置成电动汽车停车
区，电动汽车停车区按防火单元要求
进行设置，并分散布置。此外，访客
车位应结合商业配套机动车位置统
筹考虑，设置在居住区出入口外或靠
近出入口，按总配建车位数的 5%配
建，且100%设置快速充电车位。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
车数量快速增长。据统计，
截至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551 万
辆，占汽车总量的1.92%。
其中，南昌市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为31956辆，占汽车总
量的2.64%。

然而，与新能源汽车
数量增长情况不匹配的
是，在城市的公共停车场，
经常出现燃油车占用新能
源汽车停车位的现象，不
仅让原本就紧张的充电车
位捉襟见肘，也让政府、企
业耗费大量资金建设的充
电设备成为摆设，严重浪
费资源。不少充电桩运营
企业甚至表示，“鸠占鹊
巢”现象已是影响该行业
发展的重要绊脚石。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该
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相关
部门是否有好的办法或建
议？为此，记者在省城专门
就此展开了调查。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多个新
能源汽车充电场所，听到最多的
声音就是占位现象“没人管”“管
不了”。在这背后，实际上体现了
一座城市对新兴事物的重视程
度。用曹国新副教授的话来说，
就是“城市对新能源汽车要展现
出更多的友好性。”

怎么才算“友好”？政策法规
必须紧紧跟上，形成齐抓共管的

合力。今年 4月 1日起，北京新版
《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管理规范》
正式实施，明确规定燃油车不得
占用新能源充电专用车位，并详
细说明了人工管理和无人值守的
场站遇到占位问题该如何处理。
海南、广西等地还对燃油车占位
行为做出明确规定，分别给予罚
款和记分处罚。种种措施无疑对
于新能源汽车的使用环境有很大

改善作用。
此外，加大宣传力度，让全社

会形成规范停车的氛围，才能让
更多新能源汽车真正感受到“友
好”的环境。目前，不论是政策法
规，还是社会氛围，我省尚未形
成。希望这些能够尽早实现，也
将进一步帮助我省更好地紧跟新
能源汽车发展浪潮。

深深 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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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充电车位 起来
南昌新能源停车位频频被占 运营企业试行专用道闸

让城市对新能源车更“友好”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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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红举

去年8月26日的深夜，家住万
载县高城镇的张湖广夫妇被一声
啼哭惊醒，不知是谁给他们家“送”
来一个女婴。令人唏嘘的是，女婴
被诊断出左臂患有血管瘤。在征
得儿子张康明夫妇的同意后，一家
人商量哪怕借钱也要为女婴把病
治好。此后，女婴被送到南昌长峰
领航医院治疗，由于没有户口，无
法办理医保。

张湖广和老伴收养弃婴并取
名张梦利后，一家人本来生活得其
乐融融。可是天不遂人愿，去年
底，孩子左臂出现异样，起初是一
颗黄豆般大小的“肉痣”，之后越长
越大，县妇幼保健院诊断是血管
瘤，要送到上级医院治疗。

从去年底到今年 3月，张康明
夫妇先后两次带着孩子到南昌长
峰领航医院治疗，费用约 1.5 万
元。由于孩子没有户籍，无法办理
医保，张康明夫妇只好借钱治疗。

4 月 7 日下午，张康明带张梦
利来到长峰领航医院接受第三期
治疗时，院长张凡军建议张梦利申
请“还笑童颜”基金，这个疗程产生
的治疗费用累计2.35万元，张康明

只要支付3000元。
对于张梦利户籍问题，张康明

夫妇多次到辖区派出所说明情况，
希望能够为孩子办理户籍。户籍
民警认为，现有证明不是法定依
据，不能补录户籍。

张康明求助“党报帮你办”后，
记者先后与万载县公安局和民政
局联系，说明孩子不能办理户籍，
不能解决后续医保、入学等问题。
同时，把这一情况反馈至万载县政
府办公室。对此，万载县政府表示
会协调公安、民政、乡镇等部门“特
事快办”。

5月 27日，宜春市公安司法鉴
定中心出具“DNA 查询结果告知
单”：张梦利DNA分型数据经输入
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
童信息系统查询比对，截至2021年5
月26日，未发现三联体比中信息。

5月 31日，万载县公安局函告
县民政局关于张梦利落户地址意
见通知书。当天，张梦利成功注册
入户。

6 月 7 日，长峰领航医院安排
专车，把张梦利接到医院复诊，治
疗一周后，医生诊断张梦利左臂血
管瘤基本痊愈，同时，院方再次为
患者家属减免了1.2万元费用。

弃婴患病 收养家庭遇到救治难题

多方帮扶落户 减免部分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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